
第六章  中小型電子業與紡織業之比較1

 
有鑑於過去關於國際化議題的相關研究，大都專注在已開發國家的大型多國

企業，本研究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中小企業為研究對家，以延伸理論應用一般化

的程度。透過 1,419 家台灣中小企業的實證發現：(1) 國際化與廠商績效呈現倒
U型的關係，亦即當廠商達到國際化之最適水準時，才能產生最佳之績效；(2) 廠
商對廣告之投入與其績效為非線性的關係，即廠商在廣告上必須投入某一程度的

水準才能產生效果；(3) 研究發展之投入對廠商績效有一正向的影響效果。實證
結果大致符合過去之理論文獻，惟以新興工業化國家之中小企業為樣本時，廣告

對廠商績效影響之正向效果必須做更進一步地檢視。本章主要專注在國際化程度

與廠商專屬優勢對台灣中小企業之影響。章節安排除了第一節之緒論外，第二節

回顧相關的理論及實證發現，進而推導研究假說；第三節描述樣本資料及研究方

法；第四節呈現統計結果，進而於第五節針對研究結果加以討論，並提出管理意

涵；最後加以總結。 
 

第一節  緒論 

在台灣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過程中，紡織業與電子業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

色，此二產業一般被分別認為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的代表 (鄭凱方、林嘉慧與

吳惠林，1999)，從 1986 年之後可以發現，紡織及電子業在資本密集度上都有明

顯的增加，此亦有可能為受到近來產業受雇員工大幅減少的影響，而非完全在於

新投資的增加。從國內生產毛額分析上述產業結構的變化發現，電子業佔製造業

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呈逐年增加的趨勢，其中電子業於 1986-1996十年間之成長率

為 61.29%；而呈逐年下降趨勢的為紡織業，其 1986-1996 十年間呈現負向成長 
(-10.90%)，似乎呈現出原本屬勞力密集的紡織業，可能早期充沛廉價的勞力已不

存在，在整體製造業中的比例逐年降低；而比重增加最多的則是技術密集與資本

密集的電子產業。其次，在受雇員工的結構上亦呈現出類及的狀況，亦即紡織業

之降幅較為顯著，而以電子業的增加最為明顯。此外，在出口結構上，產業結構

亦有一些變化，紡織業的出口值於 1986-1996十年期間下降了近 30%，而電子業
於八○年代末期出口比重增加尤為明顯，其中電子業於 1986-1996十年間之出口

值成長率更高達 63.85%。 

從上述兩產業的描述，似乎發現到紡織業已走向沒落，而電子業為台灣目前

最具競爭力與國際化的產業2。但在台灣傲人的經濟發展歷程中，紡織業的貢獻

一向被認為功不可沒，雖然，隨著台灣經濟的成長與產業結構的調整，紡織業在

                                                 
1 此章前五節內容已修改成英文於國外期刊審查中。作者為喬友慶、于卓民與楊國彬。 
2 本部份修改及摘述自鄭凱方、林嘉慧與吳惠林 (1999)，「企業規模別動態發展歷程之研究—台
灣電子業與紡織業之比較」，台灣經濟學會論文集，499-522頁。 



晚近卻普遍被認為是「夕陽工業」。但是，此說法並未經過數字資料加以佐證。

事實上，自 1951 (民國 40 年) 至 1997 年，紡織業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其絕
對數字的確是呈現成長趨勢，雖然成長率起起落落，甚至於 1956、1958、1974、
1988、1994、1995 共出現六次的負成長，但生產毛額的增加與夕陽工業是無法

劃上等號的。若由佔全體製造業的GDP比率來看，該比率的確呈現階段性遞減，

而且自 1993 年以來，該比率更由二位數降為個位數，不過，自 1995 年開始，紡

織業生產毛額的比率又出現增加的現象。 

另外，根據吳惠林、林志誠與林嘉慧 (1999) 研究紡織業的發展對整體製造
業的貢獻，發現該業 GDP成長的貢獻程度，呈現階段性遞減的現象，50 年代的

GDP貢獻率為 14.40%；60 年代略降，為 11.41%；70 年代達到高峰，GDP貢獻
率幾近兩成 (19.16%)，1975 年更達最高峰 45.94%，隨後則逐漸下降，80 年代為

8.02%，90 年代更降為 1.98%。雖然紡織業 GDP貢獻率在 90 年代降到了最低點，

仔細再觀察資料，發現在 1994與 1995出現嚴重的負成長所致，但 1996與 1997
的貢獻率都在 10%以上。根據以上國民所得帳的各種數字看來，「紡織業是夕陽

工業」的一般說法，所指的應是：紡織業的 GDP 仍然呈現持續成長，但成長的
速度相對其他業別來得慢，而且 GDP 成長對製造業的貢獻程度，亦是出現階段

性遞減的現象。此外，就出口值的絕對數字來看，紡織業的廠商，出口金額有增

加的現象，但就出口比率來看，出口佔銷售值的比率則是逐年下降。即使如此，

紡織業對台灣整體經濟的貢獻，仍然受到肯定。 

至於電子業，似乎是被認為台灣未來最具競爭力與國際化的產業。然而，此

說法必須佐以數據資料，從股票市場上市公司的掛牌數目可看出一些端倪。早期

以紡織業的公司掛牌最多，後來則為石化業，但自 1997 年起至 1999 年 8月底止，
電子股共有 88家的上市公司，84家上櫃公司，成為掛牌數最多的類股 (參見中

華徵信所，1999)。此外，由 GDP產值指標觀之，亦可發現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

製造業佔製造業的比重呈現逐年攀升的趨勢。歷年比重的平均值由 1950 年代的

1.36%，1960 年代的 4.51%，上升為 1970 年代的 11.19%兩位數字，1980 年代的

12.53%，1990 年代其佔製造業的平均值更上漲至 17.75%。1997 年電力及電子機

械器材製造業已佔製造業 GDP的 21.69%；目前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佔出

口比重亦超過四分之一，且有逐年增加的趨勢，顯示台灣產業的確逐漸以電子業

這等高科技產業發展為主要導向，並逐步取代傳統產業的重要性。 

根據吳惠林等 (1999) 計算貢獻率之方式求算，發現電子業的發展對整體製

造業的貢獻程度，在近幾年是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在 1950 年代至 1960 年代中期，

該業在 GDP 的貢獻率仍是個位數字，之後則呈上下起伏的波狀變動，至 1980
年代中期，則有逐年攀升的情況，1995 年與 1996 年對整體製造業的貢獻率則高

達 50%以上 (分別為 54.08%以及 52.51%)。從 1951 年至 1997 年近五十年來的數

據，以十年為一期，求算對整體製造業的平均貢獻率則發現：在 1950 年代其平

均貢獻率僅為 2.20%，1960 年代升至 8.84%，1970 年代雖呈現負值，為-1.68%，



但至 1980 年代則上升至 15.11%，而 1990 年代更高達 33.51%。可見此產業在 1980
年代之後即大幅躍進。 

從另一角度觀察，台灣的電子業在短短不到二十年的時間，從最早期的零組

件裝配到代工生產，開發關鍵零組件，進而發展為運籌中心，呈現跳躍式的成長，

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三大資訊產品供應基地，根據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 1998
年台灣資訊工業產銷統計資料顯示，台灣資訊硬體工業海內外工廠的總產值，已

達 336億美元，僅次於美、日，居全球第三大資訊產品生產國，由此顯示台灣的
資訊工業已在世界市場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根據財政部統計處 (2001) 
的資料顯示，台灣在 2000 年的出口值達到 1,483億美金，佔GDP之 51%，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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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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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紡織業及電子業在台灣經濟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及代表性，本章將以台

灣中小型紡織業及電子業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二產業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

力對廠商績效的影響。 

中小企業在已開發國家 (例如：美國、日本與法國等) 或開發中國家 (例如：
菲律賓與馬來西亞等) 皆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台灣為例，中小企業佔台灣

全體企業之 98.18%，所創造之就業人口亦佔全體企業之 77.67%之高，足見中小

企業於台灣經濟體之重要性 (中小企業白及書，2002)。隨著全球經濟快速的整
合，中小企業在公司成長時，嚴然面對了更多的新挑戰，使得其不禁積極地尋求

向海外市場擴張 (Gankema, Snuif, and Zwart, 2000)。近來，中小企業在國際多角

化與廠商績效議題之探討逐漸受到國際企業及策略學者的關注 (Lu and Beamish, 
2001;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Qian, 2002)。 

雖然廠商從事國際化活動之相關探討，早已受到學者之青睞，但對於中小企

業在國際化與績效  (Coviello and McAuley, 1999; Lu and Beamish, 2001; 
McDougall and Oviatt, 1996; Qian, 2002) 或無形資產與績效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Kotabe et al., 2002; Morck and Yeung, 1991) 之探討卻付之闕如。在國際企
業領域的研究中，研究主體大都著重在大型多國企業之討論 (McDougall and 
Oviatt, 1996)，然而，對於中小企業的探討實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在中小企業的研究中，學者們認為中小企業不應該只是大型企業的縮影 (Lu 
and Beamish, 2001)。雖然過去實證研究在國際化與績效相關的探討不在少數，但

實證結果卻尚未有定論，一些學者根據理論基礎解釋多國公司可透過其優勢從事



國際化 (Dunning, 1988; Hymer, 1976; Rugman, 1981)3，以為企業帶來利益；一些

學者則認為國際化亦會帶來成本，進而減損了廠商績效的表現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4; Hitt et al., 1997; Qian, 2002)。此外，大部份的
研究皆專注在已開發國家的探討，鮮少研究針對開發中國家加以研究 (Aulakh et 
al., 2000; 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鑑於過去研究的部份專注，
以及研究結果的分歧，本研究認為進一步地，以亞洲為背景之中小企業探討國際

化的議題，在理論的一般化及實務的應用上皆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具體言之，本研究有下列三項貢獻：(1) 以新興工業化國家企業為研究樣
本，擴展現存理論的應用範圍。近來，在Coviello and McAuley (1999) 回顧 16
篇關於中小企業國際化的研究中，僅有兩篇為以亞洲國家為研究範圍4。本研究

擬以亞洲經濟體之中小企業的的大樣本進行實證；(2) 鑑於諸多學者呼籲針對中
小企業於國際化與績效主題上加以探討 (Coviello and McAuley, 1999;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Lu and Beamish, 2001)，本研究不同

於過去專注於大型多國企業之研究，以台灣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延伸此一研究

領域之外部效度；(3) 過去實證研究的分歧，或許肇因於研究樣本的規模，本研
究利用行政院主計處之大型資料庫加以驗證，以增加相關理論之一般化能力。 
 

                                                 
3 Hymer (1976) 認為多國企業為市場不完全之產物，使得多國企業擁有獨佔優勢，這些優勢包

括：規模經濟、知識、配銷網路、產品多角化及信貸優勢；Rugman (1981)認為多國企業之優勢
來自於內部化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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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 
4 一篇以敘述性的方式描述香港的中小企業；另一篇為探討巴基斯坦中小企業之個案研究。 



第二節  理論及假說 

一、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的關係 

回顧過去的文獻後發現，國際化與績效的關係尚未有定論。一些研究認為國

際化可為績效帶來正面利益 (Geringer et al., 1989;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Kim et al., 1993)，有些研究則並未發現這樣的結果 (Collins, 1990; Michel and 
Shaked, 1986; Mitchell et al., 1992; Geringer et al., 2000; Shaked, 1986)，甚至有些
研究得到國際化不會影響廠商績效的結果 (Horst, 1972; 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 Wan, 1998)，近來亦有一些研究支持兩都之間為一非線性的

關係 (Aulakh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Qian, 
2002)。針對上述分歧的結果，本研究將做更進一步地探討。 

早期國際企業的文獻在國際擴張上主要以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

勢加以解釋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Dunning, 1988; Hymer, 1976)；交易成本理

論認為，企業必須同時考量執行市場交易的成本及廠商內部的組織成本，以決定

其是否從事 FDI (Hennart, 1991)；資源基礎理論 (Barney, 1991) 認為廠商之所以
能夠從事國際化，乃因其具有獨特、有價值、難以替代且難以模仿的資源，致使

企業得以透過這些資源移轉於國際市場，賺取更高的利潤。此外，規模或範疇經

濟、合理的全球佈局活動、風險分攤，以及組織學習的觀點亦提供了國際化何以

為廠商創造出較佳之績效 (Barlett and Ghoshal, 1989; Hitt et al., 1997; Kogut, 1985; 
Porter, 1990)。亦有學者以不同的立論基礎，諸如網絡觀點或寡佔互動的觀點，解

釋廠商何以進行國際化。 

然而，廠商在從事海外擴張時，並非無需任何成本。例如：廠商於初始階段

採取國際化策略時，一開始即面臨到外國廠商之不利生存性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Hymer, 1976; Buckley and Casson, 1976)；而在跨足海外市場成長的過
程中，當國際化程度愈高時，廠商於多個海外市場交易及產生的協調成本亦愈高 
(Hitt et al., 1994; Hitt et al., 1997; Tallman and Li, 1996)。此外，國外營運所帶來的

不確定性，諸如機構環境的阻礙，亦會增加營運成本 (Mitchell et al., 1992)。當多
國公司的資源承諾及內部能力的成長趕不及國際多角化的成長速度時，最後終將

使得成本超過於利益 (Aulakh et al., 2000; Hitt et al., 1997; Qian, 2002; Tallman and 
Li, 1996)。 

基於國際化可能帶來的成本及利益考量，研究者認為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

關係應該為一非線性關係 (Aulakh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4; Hitt et al., 1997; Tallman and Li, 1996)。亦即，廠商在從事海外擴張策
略的初始階段，其所產生的利益將超過於成本，因而會有較佳之績效產生；但當

國際化程度不段地提高，超過了某一最適水準時，則成本將會大於利益，進而抵

減了廠商的獲利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上述關於國際化效果研究之討論，主要關注的焦點乃集中於大型且營運有成

之廠商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Tallman and Li, 1996)，因
此，有必要針對規模較小之中小企業做一驗證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Wan, 1998)，概因中小企業之股
權結構、資源、組織結構及管理系統等，與大型廠商存在著非常大的差異 (Lu and 
Beamish, 2001)。根據國際化進程模式的假設，廠商會循序漸進地從事海外擴張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因此，於初始階段時，涉入程度最低的出口往往是

廠商的第一個選擇，對於近來受到重視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廠商亦是如此 
(Aulakh et al., 2000)，對於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更是如此。 

雖然諸多研究致力於出口對廠商績廠的影響5，但結果尚無定論，有些學者

發現正向的結果 (Geringer et al., 2000)；而有些學者則發現負向的結論 (Lu and 
Beamish, 2001)。分歧的結果或許為忽略了同時考量出口多角化所帶來的成本及

利益。廠商以出口從事國際化策略時，可藉由規模及範疇經濟(Grant et al., 1988; 
Kogut, 1985)、強化市場佔有率 (Hymer, 1976; Kim et al., 1993)，以及收入來源分

散 (Kim et al., 1993) 等獲取利益；反之，當廠商出口活動延伸至諸多異質性頗高

的市場 (亦即心理及文化距離相對較高之市場)，則管理諸多不同區域市場的成本

亦會提高 (Geringer et al., 198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此外，Aulakh et al. 
(2000) 認為出口多角化可藉由於多個市場進行貿易而降低交易風險 (Dominguez 
and Sequeira, 1993)、透過組織學習 (Kogut and Zander, 1993) 及國際化進程模式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的觀點，逐漸地累積知識及經驗，進而拓展至相似的

市場以獲取利益；然而，過度的出口多角化，除了增加協調成本及管理資訊處理

的需求 (Hitt et al., 1997) 之外，有限資源過度分散於各個市場，使得支援海外配

銷商之行銷能力降低，終將損及廠商最後的績效。 

因此，根據上述相關研究的討論 (Aulakh et al., 2000; Hitt et al., 1997) ，本研
究預期，出口多角化對中小企業於初期階段對其績效能夠產生正向的影響，但當

達到最適點，廠商仍然不斷從事出口擴張，終將使得成本高於利益，進而損及廠

商績效，故形成本研究之第一個假說： 

 

假說一：國際化程度與中小企業之績效呈現非線性的倒 U型關係，兩者之間的斜

率關係，一開始為正向關係，但當超過最適點之後，此斜率將呈現出負

向的關係。 

                                                 
5 Geringer et al. (2000:56) 指出，關於出口與廠商績效關係的探討，大都來自於相關的經濟文獻，

檢驗此關係的探討於近來的管理文獻仍然缺乏，而Aulakh et al. (2000:345) 同樣指出，出口多角
化對廠商績效的影響至今仍未被驗證。 



二、廠商自擁優勢與廠商績效的關係 

關於廠商自擁優勢對國際化活動之影響，在過去研究中已有一系列之探討。

Hymer (1976) 首先提出廠商的獨佔優勢在形成國際化的活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其他學者亦認知道，個別廠商所擁有之獨特能力為決定企業從事國際化

活動的重要決定因素 (Hennart, 1991)，並認為廠商的所有權優勢反映了投資國之

資源稟賦及機構環境 (Dunning, 1988)，Porter (1990) 更進一步地推敲上述想法，
認為某些國家中的全球領導產業之所以成功，乃歸因於國家之特殊環境。然而，

這些概念及主張，似乎隱含著立基於國家環境背景之下，探討廠商自擁優勢的形

成，如此之立論，並無法完全深入瞭解到廠商自擁優勢之觀念。 

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以下簡稱 RBV) 將上述討論的範圍，觀

念化至廠商的層級，並認為廠商之間存在著異質性，且廠商可以藉由拓展本身獨

特的資源，使其達成持續的競爭優勢 (Barney, 1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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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es (1996) 進一步地說明這些廠商所擁有這些資產

的本質，主要乃指廠商擁有差異化產品及創新的能力。諸多研究據此概念探討廠

商自擁優勢與績效的關係 (Anand and Delios, 2002;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2001; Harzing, 2002; Kotabe et al., 2002)。本研究亦據此廠商自擁優勢的概念，將

過去研究最常使用的衡量指標—廣告密集度及研發密集度—視為產品差異化及

創新的能力，探討其與廠商績效的關係。 

(一) 廣告投入與廠商績效的關係 

下游 (downstream) 或行銷能力在廠商整體能力的組合中已被認知為非常重

要的一組能力  (Hunt and Morgan, 1995)，但過去的實證研究較專注在上游 
(upstream) 能力的探討，如研究發展活動 (見 Caves, 1996: 9-11)，相對地，下游
能力所扮演的角色，如廣告及通路，較少受到討論 (Anand and Delios, 2002)。然
而，當考慮到海外投資策略的投資決定因素時，下游能力著實扮演了不可或缺的

角色 (Morck and Yeung, 1991)。隨著市場跨越國界變得更加的全球化，投入愈多

行銷能力的廠商，相對於投入較少的廠商能夠產生較佳之績效 (Caves, 1996; 
Hennart, 1991; Lall, 1980)，因此，廠商預期投入較高之廣告及推銷費用能夠對海
外市場產生較高之銷售額 (Kotabe et al., 2002)。在國際購併的研究亦顯示，投入
較高的無形資產能對公司的市場價值有正向的影響 (Morck and Yeung, 1991)。 

然而，實證研究並非完全支持廣告與廠商績效的正向關係。例如：Morck and 
Yeung (1992) 探討美國大型企業發現，無形資產 (廣告) 的投入有助於市場價值
的提昇；Delios and Beamish (2001) 研究中發現，多國公司的廣告支出與其子公
司之獲利呈現負向的關係；亦有研究發現行銷資產對績效沒有影響的結論 



(Delios and Beamish, 1999)。而近來探討國際化與績效的研究中，將廣告密集度放

入模型，視為控制變數加以探討，亦得到其對廠商績效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Lu 
and Beamish, 2001; Qian, 2002)。針對上述分歧的研究發現，至此尚無研究對此結
果加以探討。 

從消費者行為的觀點來看，行銷的投入有其規模經濟，原因在於單次的廣告

訊息無法刺激消費者的立即行動，且廣告投入必須花費較多的時間，才能夠於顧

客間擴散 (Scherer, 1980)。此外，多國公司必須適應不同的文化、社會及經濟環

境 (Beamish, 1988)，以及跨越國界時，不同顧客及供應商偏好異質性的調整 
(Abrahamson and Fombrun, 1994)。Delios and Beamish (2001) 認為這種適應尤其
在行銷資產上的調整最為明顯。雖然，技術與行銷能力皆具有跨越國界的特質，

但行銷能力可移轉的程度並不似技術能力，Anand and Delios (2002) 指出，相較
於技術能力，行銷能力 (例如：品牌或銷售能力) 傾向於受到較多的區域限制，
部份原因可能是行銷能力在消費者及行銷功能上，相對於技術或營運功能上有較

多的互動；亦有可能是行銷能力具有較高的路徑相依特性。此外，不同的行銷能

力在跨越國界時的可移轉程度亦不相同。例如：品牌由於其無形的本質，使得其

擁有較高的不易移轉性 (Anand and Delios, 2002)，此外，品牌或銷售通路常常鑲

嵌於當地文化經濟背景，因此，跨越國界有其困難性，且此種適應或移轉往往耗

費時日 (Dierickx and Cool, 1989)。同樣地，由於其具難於跨國間移轉的性質，
Rugman and Verbeke (1992) 認 為 廣 告 的 投 入 具 有 區 域 的 限 制 
(location-bounded)。 

基於上述的討論，本研究認為廠商的績效會隨著廣告的投入而降低，當投入

至某一水準後，廠商再持續地投入於廣告上才能對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亦即優

於不做廣告投入的廠商。然而，相對於大型廠商，中小企業資源有限 (Lu and 
Beamish, 2001)，要其持續地投入時間及資源於行銷資產上實有其限制，因此，

本研究預期廣告投入對中小企業而言，有其門檻效果，故形成本研究之第二個假

說： 

假說二：廣告密集度與中小企業績效的關係呈現一非線性的 U型關係，兩者之間

的斜率關係，一開始為負向關係，但當超過門檻值之後，此斜率將呈現

出正向的關係。 

(二) 研發投入與廠商績效的關係 

過去研究常以研究發展密集度來衡量創新，並認為不管是產品的創新或是製

程的創新 (Kotabe et al., 2002)，皆能增進廠商的營運效率 (Hitt et al., 1994)，因
此，研究亦發現研發密度與廠商績效間具有正向的關係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的研究認為，技術能力鑲嵌於



投資廠商的無形資產，藉此產生競爭能力，使其在國外環境中具有競爭優勢與當

地競爭相互抗衡 (Caves, 1971)。然而，關於此方面的實證研究大都專注在戰後的
美國投資廠商，亦或歐洲廠商投資於其殖民地或先前的殖民地 (見 Dunning, 1993
之回顧)。然而，近來之全球競爭環境使得全球資訊傳遞快速，來自於世界各國

之廠商皆有立足於國際市場的機會，即使是規模相對較小的中小企業。 

事實上，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中，其認為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優勢不同於已

開發國家 (Lall, 1983)，Lall (1983) 認為開發中國家之競爭優勢乃立基於 (1) 來
自先進國家所擴散的技術；(2) 標準化產品之特殊行銷能力；以及 (3) 獨特的管
理能力。因此，鑑於相對較弱的技術基礎，開發中國家傾向專注在成熟產品上 
(Vernon-Wortzel and Wortzel, 1988)，亦能產生產品及製程創新 (Aulakh et al., 
2000)。此外，由於技術具有跨越國界的固有特質，因此廠商可以透過技術的發
展於各個國家獲利，而不受到區域的限制 (Anand and Delios, 2002; Rugman and 
Verbeke, 1992)。故本研究認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小企業之研發投入對廠商績效
有一正向的關係。 

台灣中小企業憑藉著研究發展，以較低成本的優勢促進生產力及品質，因此

被描述為「grass-roots」型之研發導向 (Shieh, 1992)。創新的增進主要來自於生

產部門的人員，而非從事研發活動的人員，對於台灣公司而言，採用像品管圈之

活動往往可以促進團體的學習及持續的改善 (Chen, 1999)，此實務與「製程創新」
的觀念相當貼切 (Utterback and Abernathy, 1975)。相較於西方式的「產品創新」，
製程創新的風險較低，且較容易立即反映在利益的提昇，因此，本研究預期研發

的投入能為廠商績效帶來正向的影響，故形成本研究之第三個假說： 

假說三：研發密集度與中小企業之績效呈現正向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資料與樣本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中小企業，因此選擇台灣的中

小企業為研究主體。為了能夠讓實證結果更具一般化的能力，本研究選擇兩種出

口導向較高的產業為實證樣本，分別為較高科技導向電子業，以及較統傳導向的

紡織業。實證資料取自於行政院主計處1996 年製造業抽查原始檔，該資料庫共包

含 8,622家製造廠商，中小企業佔近九成之比例。經由刪除資料不完整之廠商樣

本，本研究最後所選取進行實證分析之電子業6及紡織成衣業7分別為 818家及 601
家。  

二、變數定義與衡量 

(一) 廠商績效 

過去的研究採取各種客觀的指標來衡量廠商的績效，例如：資產報酬率 
(return on assets, ROA)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Hitt et al., 1997; Kim et al., 1989)、純益率 (return on 
sales, ROS)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Geringer et al., 2000; 
Kim et al., 1989; Tallman and Li, 1996)、股東權益報酬率 (return on equity, ROE) 
(Grant, 1987; Wan, 1998)、銷售成長率 (Geringer et al., 2000; Grant, 1987; Kim et 
al., 1989) 等等。亦有學者採取主觀績效加以衡量 (Aulakh et al., 2000; Delios and 
Beamish, 2001)，學者亦認同兩種衡量績效的方式具有高度的相關程度 (Grant, 
1987)。故本研究採客觀的方式加以衡量，並以 ROS (淨利/總銷售額) 為衡量本

研究廠商之績效指標。  

(二) 國際化程度 

過去學者所使用之衡量國際化程度的指標不盡相同，亦有學者針對國際化指

標量衡的議題加以探討 (Sullivan, 1994)，但事實上，不同的操作化方式皆具有反

映不同海外涉入廣度或深度的價值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因此，不見

得多重構面的國際化指標會比單一衡量項目來得適合  (Ramaswamy et al., 
1996)，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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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Aulakh et al. (2000) 認為，新興工業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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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 (以下簡稱電子業)，為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編號 31，包括電力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電子零組件製造業及資料

儲存及處理設備製造業等。 
7 紡織、成衣、服飾品及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 (以下簡稱紡織業)，為SIC編號 13 及 14，包括紡
紗業、針織成衣業及服飾品製造業等。 



歐美之大型企業，台灣的國際化程度相對較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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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的國際化衡量指標，較能反映其國際化之程度，並

以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 (Export Sales Ratio, ESR) 加以衡量。 

(三) 廣告與研發密集度 

為了瞭解行銷能力及技術能力對廠商績效的影響，本研究參考過去的文獻 
(Caves, 1996;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Horst, 1972; Kotabe et al., 2002)，以廣告密
集度及研發密集度為替代變數，並分別以廣告費用及研究發展費用佔總銷售額之

比例為操作型定義。 

(四) 控制變數 

參考過去的相關實證研究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eringer et al., 2000; 
Grant et al., 1988; Qian, 2002; Tallman and Li, 1996)，本研究控制可能影響廠商績
效的變數，包括：廠商規模及資本結構，前者以廠商員工人數取對數 (Log) 加
以衡量；後者以總負債/總資產為操作性定義。相關變數之衡量方式及預期對廠

商績效影響的方向如表 6.1所示。 

表 6.1  變數之衡量方式與預期方向 
變數 衡量方式 預期方向 

因變數   
    績效 (ROS) 淨利/ 總銷售額  
自變數   
  國際化程度   
    國際化程度 出口額 /總銷售額 ＋ 
    國際化程度2 (出口額/總銷售額)2 － 
  無形資產的投入   
    研發密集度 研發密集度/總銷售額 ＋ 
    廣告密集度 廣告密集度/總銷售額 － 
    廣告密集度2 (廣告密集度/總銷售額)2 ＋ 
控制變數   
    廠商規模 Log (總員工人數) ＋ 
資本結構 總負債 /總銷售額 － 

在資料分析上，本研究首先檢視電子業及紡織業於衡量變數之間的差異性，

進而分別呈現兩種產業於各變數之敘述統計及相關係數。最後，透過 OLS 迴歸
模型分析實證資料以檢定本研究所提出之假說。 



第四節  結果與討論 

一、結果 

過去的研究發現，產業效果對廠商的績效確實有顯著地影響 (Schmalensee, 
1985)，有些研究者利用虛擬變數來控制產業效果(Geringer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Grant et al., 1988)；而一些學者選擇以產業的特質 (例如：產
業的成長率) 控制產業效果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Robins and Wiersema, 
1995; Tallman and Li, 1996)。為了避免產業效果的干擾，本研究未將所有樣本合

併，而分別以電子業及紡織業之資料驗證各項假說。如此不但可降低產業效果的

影響；另一方面，亦可比較各變數於不同產業下對績效之影響程度。在將產業分

群之前，本研究先以 t檢定，檢視各變數於兩產業間之差異性，結果如表 6.2所
示。從表 6.2中可發現，除了資本結構於兩產業間沒有顯著地差異之外，其餘變

數皆達到顯著水準。從資料中可以發現，電子業在廠商績效、規模、國際化程度、

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皆顯著地高於紡織業，足見不同產業間之差異性實有控

制之必要。 

表 6.2  電子業及紡織業於各變數間差異性檢定之結果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數 
電子業 紡織業 

t-值 

ROS 0.0215 (0.0915) 0.0201 (0.0712) 0.320 
廠商規模 1.4937 (0.4833) 1.4091 (0.5179) 3.160** 
資本結構 0.5335 (0.2862) 0.5448 (0.2992) -0.972 
國際化程度 0.3456 (0.3873) 0.2436 (0.3660) 5.016*** 
研發密集度 0.0048 (0.0136) 0.0010 (0.0045) 6.363*** 
廣告密集度 0.0042 (0.0092) 0.0021 (0.0071) 4.878*** 
註: 1.電子業樣本數 = 818   

2.紡織業樣本數 = 601      
3. * p<0.1,** p<0.05, ***p<0.01 
4.括號中的數字為標準差 

表 6.3 為各衡量變數間之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矩陣。從表中可以看

出，除了國際化程度與其平方項，以及國際化程度與研發及廣告密集度之交互作

用項有較高之相關性外，其餘變數間的相關係數皆未超 0.4。本研究進一步地以
VIF值檢視變數之間的複共線性問題，結果發現，VIF值皆低於 10，表視變數之

間無共線性的問題 (Hair et al., 1998)，除了平方項及交互作用項。 

 

 



表 6.3  電子業及紡織業之相關係數矩陣 
變數 1 2 3 4 5 6 7 8 9 10 

1.廠商績效 1.000 -.104* -.359** -.063 -.074 .105** -.065 -.011 -.048 -.047 

2.廠商規模 .106** 1.000 .276** .325** .261** .134** .090* .029 .134** -.050 

3.資本結構 -.262** .283** 1.000 .170** .149** -.044** .131** .074 -.002 .112**

4.國際化 .056 .3228** .144** 1.000 .974** .068 .031 .044 .215** .208**

5.國際化平方 .033 .255** .121** .969** 1.000 .052 .024 .050 .203** .194**

6.研發密集度 .121** .284** -.026 .164** .129** 1.000 .003 .003 .677** .030**

7.廣告密集度 -.033 -.017 -.023 .003 -.019 .109** 1.000 .890** .025 .637**

8.廣告密集度2 .013 -.032 -.041 -.021 -.023 .049 .877** 1.000 .036 .716**

9.國際化*研發 .138** .253** -.031 .311** .289** .814** .097** .031 1.000 .080**

10.國際化*廣告 .024 .106** .069* .321** .280** .185** .587** .455** .258** 1.000 
註: 1.對角線以上為紡織業之相關係數；對角線以下為電子業之相關係數   

2. * p<0.5,** p<0.01  

表 6.4 為研究假說之檢定結果。實證結果大致支持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假

說，亦即，假說一 (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的關係) 及假說二 (廣告密集度對廠

商績效的關係) 為一非線性的關係，而假說三 (研發密集度對廠商績效的關係) 
為一線性的關係。 

表 6.4  研究假說之檢定結果  
電子業 紡織業 

變數 
估計係數 t-值 估計係數 t-值 

截距項 0.03251 3.056*** 0.06944 8.162*** 
廠商規模 0.02760 3.820*** -0.00508 -0.853 
資本結構 -0.09879 -8.913*** -0.08080 -8.454*** 
國際化 0.07934 2.328*** 0.08237 2.350** 
國際化平方 -0.08380 -2.392*** -0.08829 -2.410** 
研發密集度 -0.09032 -0.228 1.65100 2.006** 
廣告密集度 -2.80300 -3.625*** -1.75900 -2.045** 
廣告密集度2 34.49600 3.182*** 36.30400 2.261** 
國際化*廣告 1.04300 1.232 -0.94300 -0.969 
國際化*研發 1.13300 1.663* -0.68100 -0.420 
F-值 13.370*** 11.735***

Adjusted R2 0.120 0.139 
註: 1. * p<0.1,** p<0.05, ***p<0.01 

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電子業 t=2.328, p<0.01；紡織業 
t=2.350, p<0.05)，而國際化程度平方對廠商績效為負向的影響效果 (電子業
t=-2.392, p<0.01；紡織業 t=-2.410, p<0.05)，顯示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為一

倒 U 型的關係，此結果與近來一些研究  (Aulakh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得到一致的結論，故支持研究假說一。電子

業及紡織業的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可進一步地以圖型表示於圖 6.1及圖
6.2。針對電子業及紡織業之迴歸方程式偏微分後，可從方程式 [1] 及 [2] 分別
得到電子業及紡織業之臨界值。 

∂ ROS/∂ 國際化程度＝0.07934－0.1676*國際化程度＝0        (電子業)   [1] 

∂ ROS/∂ 國際化程度＝0.08237－0.1766*國際化程度＝0        (紡織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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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電子業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圖 

從方程式中可計算出電子業，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廠之最適點為 47%；紡織
業為 46%，此意謂著當國際化程度超過最適點時，雖然廠商仍為獲利，但廠商之

邊際成本已超過邊際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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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紡織業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圖 



但在解釋圖形時必須特別小心，從圖 6.1及圖 6.2中可看出，當達到國際化
程度的最適點之前，兩者間斜率關係仍為正，但超過該點時，則兩者間之斜率關

係則為負向關係。似乎意謂著，假設其它情況不變下，當國際化程度超過最適點

時，規模不經濟的情形或許會產生。 

表 6.4中之研究結果顯示，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的影響在一開始階段呈現

負向的影響，但當廣告持續投入到某一特定的水準時，廣告密集度開始對廠商績

效呈現出正向的影響，故廣告的投入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為一 U 型的關係，支
持第二個研究假說。本研究進一步假設其它情況不變之下，將電子業及紡織業之

廣告密集度對績效的影響描繪於圖 6.3 及圖 6.4。上述的結果顯示出廣告活動在
績效的影響上存在著門檻效果 (Scherer, 1980)，此意謂著廠若要享受廣告所帶來

的利益，其必須大量地投入廣告至其達到門檻值。對電子廠商而言，廣告密集度

的門檻值為 7%，而紡織業為 5.3%。換言之，在電子業中，廣告密集度界於 0至
7%之間時，在廠商績效上並無任何正面的幫助；同樣地，紡織業亦有類似的效

果。相較於近來 Kotabe et al. (2002) 以 COMPUSTAT資料庫為樣本的研發現，遊

戲及玩具產業之行銷密集度為 16.8%及筆、鉛筆及藝術原料之行銷密集度為

6.6%，台灣中小企業於行銷的投入相對上仍然較低，但不同國家之不同產業之做

法可能頗具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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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電子業廣告密集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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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紡織業廣告密集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圖 

研發密集度對廠商績效有一正向的影響，但僅在紡織業中獲得實證支持，與

近來以美國及日本為資料的實證研究得到一致的結果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Kotabe et al., 2002)，但在電子業的部份並未獲得實證支持，故假說三僅獲得部份

支持。相較於廣告活動，Delios and Beamish (2001) 認為研發的投入與廣告投入
對廠商績效的影響效果不盡相同，他們認為技術性的資產相較於行銷資產較易於

跨越國界移轉，而行銷資產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金錢來累積，以致於能夠對廠

商績效有所貢獻，多數學者亦支持此論點，如 Anand and Singh (1997) 及 Anand 
and Delios (2002) 亦認為替代性 (fungibility) 較高的技術資產，較易跨越區域疆

界，而具區域性限制 (location-bound) 的廠商專屬資產，則必須做某種程度的修

正及適應 (Rugman and Verbeke, 1992; Harzing, 2002)。 

基於最近對於國際化程度與廠商自擁優勢交互作用的探討 (Kotabe et al., 
2002)，本研究亦針對此議題加以探討，從表 6.4的研究結果發現，在電子業中，
研發與國際化程度的交互作用對廠商績效有一顯著地影響效果  (t=1.663, 
p<0.1)，此交互作用對績效影響的效果意謂著，電子廠商必須同時專注於國際化
策略與研發之投入，才有助於廠商績效的提昇，單靠其一之影響效果較為有限 
(Morck and Yeung, 1992)。 

最後，控制變數對廠商績效的影響效果如本研究所預期，亦即資本結構在兩

產業對廠商績效皆有一負向的顯著影響，而廠商規模在電子廠商的績效上亦扮演

一重要的角色，整體而言，控制變數的效果大致上與過去的研究並無太大的差異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Kotabe et al., 2002)。 

二、討論 

經由驗證台灣中小企業的資料，本研究發現，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確實存

在著非線性的關係，和近來研究所獲得的實證結果大致類似 (Aulakh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雖然過去鮮少著重在新興工業化
國家的探討，在最近針對台灣大型製造廠商所做的實證中發現，國際化程度與廠

商績效間確實存在倒 U 型的非線性關係 (喬友慶、于卓民與林月雲，2002)。不

同的是，兩研究中之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的最適點不盡相同，大型廠商為

48.7%，而中小企業為 47%。故本研究藉由檢視新興工業經濟的中小企業，驗證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之倒 U型關係，得以進一步地擴展理論的外部效度。 

雖然中小企業與大型廠商的差異尚未受到廣泛的探討，但一些研究者為中小

企業不同於大型廠商的行為提供了一些合理的解釋。中小企業之主要特質包括：

小公司之不利生存性 (liabilities of smallness)、有限的資源與能力 (例如：財務、
行銷、管理及技術能力等)、新公司之不利生存性 (liabilities of newness)、較高的
生產成本，以及業主常常擁有最高的主導權 (Coviello and McAuley, 1999)。上述
諸多異於大型廠商的特質，使得中小企業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影響的意涵上亦

有所不同。 

國際化進程模式的觀點認為，廠商從事國際化活動時，會由涉入程度低的活

動開始，因此，出口往往為廠商初始所從事的國際化活動，之後循序漸近地涉入

海外市場，而至於海外直接投資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此循序漸近的國際
化進程模式，似乎隱含著中小企業在從事海外活動時，會始於出口，進而逐漸地

朝向 FDI。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中小企業何時會轉換至另一個進
入模式呢？亦即何時從出口轉至授權、管理契約等模式？故當中小企業以出口為

國際化的開始時，在國際化涉入不斷提高的同時，其亦同時評估其海外涉入模式

的轉換。本研究認為或許在倒 U 型的結果當中，當國際化程度達到最適點時，

廠商可以據此考慮其進入模式的轉換。對大型廠商而言，循序漸近的國際化過程

或許為逐漸地朝區域多角化或產品多角化，亦或同時發展；但對中小企業而言，

或許為逐漸地以各多元的國際進入模式至不同的國際市場。 

此外，廣告密集度的門檻效應，對台灣中小企業在績效的影響上，提供了一

個值得思考的議題。中小企業在從事行銷能力的建構時，必須慎重地思索本身能

夠投入於廣告、銷售或品牌的資源有多少，概因行銷的投入並非立即見效，其需

要長期間的時間與金錢的投入 (Anand and Delios, 2002)。礙於各種資源及市場規
模的限制，出口往往是台灣政府鼓勵廠商從事國際化的方式，出口導向的政策亦

造就了諸多成功的台灣中小企業。然而，台灣中小企業的競爭優勢主要立基於精

練純熟的製造能力，而非透過行銷技能或創新能力來差異化產品，故是否投入行

銷能力來提昇績效，值得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省思。 

對大部份的出口廠商而言，廣告的投入一般意謂著必須於國際市場上直接與

全球競爭者直接競爭，因為台灣廠商為 OEM及 ODM客戶的主要供應商，而一
些西方國家之高度全球產業的廣告密集度甚至超過 10% (Kotabe et al., 2002)。在
瞭解到與具行銷優勢的大型多國公司競爭之困難性，大部份的台灣中小企業在有



限的資源下，對廣告的投入大都選擇微量的投入，如圖 6.3及圖 6.4之左方。一
般而言，電子業在廣告密集度之平均投入量為 0.4%；而紡織業為 0.2% (見表
6.2)，顯示台灣的中小企業認知到廣告投入的門檻效果。 

台灣中小企業在研發的投資上不同於廣告的投資，深入探討台灣中小企業研

發支出的本質，本研究發現大部份中小企業揭露於帳上之費用，主要乃從事於製

程能力的改善，亦即製程的創新。因為產品創新較製程創新需要較高的風險，小

規模的廠商較願意投入於製程的改善，以獲得立即的利益。然而，對於台灣中小

企業之研發密集度於電子業及紡織業分別為 0.479%及 0.097%的比例來看，我們

懷疑這樣的數字可能有所低估，雖然研發支出在台灣具有稅賦抵減的效果，但仍

然有些廠商認為揭露的程序過於複雜及繁冗，因此，大部份的台灣中小企業傾向

於選擇不揭露或低估實際的研發費用，且其相信處理稅賦攤銷的成本超過避稅的

利益。 

當進一步地探究電子業與紡織業的差異時發現，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的最

適點相當接近，而廣告投入及研發活動對兩產業則有較大的差異。對電子廠商而

言，其廣告投入的門檻值遠超過於紡織業，其原因可能為電子業較紡織業之全球

化程度為高，相對上較難與全球大廠競爭，而台灣之紡織業有九成以上投資於開

發中國家 (經濟部統計處，2001)，在廣告的競爭上相對於電子業較有機會，故
在廣告上的投入較電子業能夠立即展現。此外，對電子廠商而言，另一不同之處

在於投入不足的廣告可能會對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此現象並不會發生在紡織

業。此意謂著當電子廠商的獲利由盈轉虧，乃至績效產生負向的結果時，此時，

廣告投入所造成的影響必需加以檢視；但紡織業在廣告對績效的影響上，尚不至

負面的績效產生。 

在本研究中，中小型電子廠商之研發密集度對績效沒有產生顯著地正向影

響，非本研究所預期。推測可能的原因為，對中小型電子廠商而言，研發的投入

實為其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之一，但電子業為一高度全球性且技術基礎的產業，

故投入微量的研發支出可能難以對廠商績效帶來正面的影響。然而，相較於較不

技術導向的紡織業而言，即使是僅有少量的研發投入，由於其可產生產品差異化

的能力，故終將對廠商績效反映出正向的效果。此外，亦有研究發現研發密集度

對績效有負向的的效果 (Hitt et al., 1997)，其認為從事產品多角化策略的國際多

角化廠商，較無從事產品多角化的廠商會投入較少的研發，因為產品多角化廠商

所需統治的範圍超過管理能力 (策略控制能力) (Tallman and Li, 1996)，使得廠商
沒有能力採策略控制，轉為強調財務控制，因而讓經理人投資於研發求取創新的

誘因降低，使得投資於研發被視為是費用的支出，故降低了短期的報酬。因此，

造成電子廠商研發不顯著的原因，或許為本研究忽略了廠商產品多角化的考量，

故建議未來研究應將此變數加以探討，亦或納入研究中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第五節  結論 

國際企業領域的研究大都將焦點專注在先進國家之大型多國企業，但近來，

中小企業的活絡與興起受到研究學者的關注，尤其是亞洲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

(Makino et al., 2002; Yeung, 1994)。鑑於探討國際化相關實證研究於亞洲國家中小
企業的不足，本研究透過檢視 1,419家台灣中小企業，探討國際化程度與無形資

產的投入對廠商績效的影響，以豐富此領域先前不足的部份。 

為了擴展本研究探討議題的適用性，本研究提出幾點不同於過去研究之處。

首先，本研究進行實證的樣本超過 1,400家，在中小企業國際化主題的探討中實
為少見；再者，單獨於中小企業或新興工業國家之廠商的探討，過去文獻已有一

些討論，但同時專注在新興工業國家之中小企業的探討尚不多見；第三，本研究

除了探討國際化程度與廠商自擁優勢對廠商績效的主要效果，並同時檢視兩變數

間之交互效果；最後，本研究同時計算出電子業及紡織業中，國際化程度對廠商

績效的最適值，以及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的門檻值，進而針對不同的產業給予

合適的國際化策略及廣告政策。 

經由分析台灣中小型電子業及紡織業的資料發現，研究結果大致支持本研究

所提出之三項主要假說，亦即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呈現倒 U 型關係；廣告密
集度對廠商績效為 U 型的關係；而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有一線性的正向影響

效果。此以新興工業化國家之中小企業驗證的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的結果，進

一步地拓展了理論的外部效度。 

本研究雖然於實證過程中力求嚴謹，但仍有一些研究限制。首先，在理論的

一般化過程中，本研究僅侷限於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中小企業，台灣的中小企業

或許無法代表其它先進國家的中小企業8，因其為一具有高度出口導向的島國經

濟。因此，學者亦建議以不同國家的資料加以驗證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Lu and Beamish, 2001; 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 Wan, 1998)；再者，本研究分析所得到變數間的關係、國際

化的最適值，以及廣告密集度的門檻值，皆為以台灣中小企業為對象所得到的實

證結果，故在應用時亦需加以注意。此外，亦有學者指出 (Geringer et al., 2000)，
國際化的策略可能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對廠商績效產生不穩定的狀況，然而，

本研究受限於資料取得的限制，僅能以橫斷面的資料進行分析，無法深入探討變

數之間隨時間變化的動態本質。故本研究建議未來研究可透過長期資料的研究設

計，探討時間於國際化活動中對廠商績效所扮演之角色變化 (Geringer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8 例如：近來Lu and Bemish (2001) 以日本中小企業探討此議題時，其使用之日本中小企業為上
市公司，平均員工規模人數為 321 人，公司規模遠遠高過於台灣之中小企業，因此，亦反映了

不同國家之中小企業之差異性頗大。 



第六節  本章小結 

研究四以 818家中小型電子廠商及 601家中小型紡織廠商為研究對象，有如
下發現：(1)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呈倒 U型關係；(2) 研發密集度對廠商績效

的正向影響僅在紡織業中獲得支持；(3) 廣告密集度與廠商績效呈 U型關係。 

綜合研究一至研究四的研究結果，我們發現國際多角化與廠商績效的 U 型
關係，不管是對大型製造廠商、公開上市的資訊電子廠商，甚或中小企業皆獲得

支持，惟不同廠商規模之國際化程度的最適水準不儘相同。然而，廠商於不同期

間的國際化程度對績效的影響可能不同 (Gerienger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橫斷面的分析可能無法完全深入分析而有所疏漏，因此，本

論文將於第六章以行政院主計處 1986、1991 及 1996 年之長期追蹤資料 (panel 
data) 加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