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論文針對企業國際化議題的探討，因此本章文獻探討部份將整理過去學者

對國際化相關議題的貢獻，共包含國際化定義、國際化動機、國際市場進入策略、

國際化的程序以及國際化企業組織架構五個部分。 

2.1 國際化的定義 

自六、七十年代跨國企業逐漸萌芽、盛行之後時，就已經有許多專家學者針

對國際化提出相關看法，其中 Johanson & Wiedersheim-Paul (1975) 以及 

Johanson & Vahlne (1977) 皆認為國際化是個別廠商或一群廠商在進行國際營

運時，向外國移動的現象。 

Lawrence & Luostarinen (1988) 則以動態營運角度來說明國際化的觀念，

其認為「國際化」是指企業如何由本土營運 (Domestic Operations)發展至國際

營運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的向外移動現象，且國際化活動應涵蓋企業

的內外部活動：外部活動是指國外市場的進入選擇及國際化作業方式 

(Operations Method)；內部活動則指企業為因應外部國際化活動所進行之企業

內部的調整，如人事、組織結構及財務等方面。 

Deresky (1994) 則認為國際化是企業在因應國際競爭、本國市場飽合、擴

充意念和新市場開拓時，所逐漸改變的一種過程，起初以出口、授權、或特許方

式進行，逐漸地再以合資或獨資建立海外服務或生產機構，來擴充市場或因應國

際上的競爭。 

在國內學者方面，對於國際化的議題也有不少探討、研究，李蘭甫 (1994)

認為凡牽涉或跨越兩個或更多個國家國界的企業活動，無論是由私人企業或政府

企業來進行，都可稱為國際化；吳錦錩 (2000)，則認為國際化是一種廠商營運

的跨國界拓展活動，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廠商會在將其營運活動往國外移動的

同時，逐漸增加對海外市場的承諾與涉入程度；許逸晟 (2003) 從過去相關學者

的看法，歸納出其對於國際化的觀點：「企業營運由母國拓展至海外的行動。當

他國的市場、資源… 等因素相對於母國更適合企業從事某些營運活動時，基於

延續企業成長，企業會逐漸的向他國發展，這就是國際化」。 

學者之外，經濟部 (1998) 在「台灣中小企業白皮書」中則有對於國際化的

官方定義，認為企業為自我成長在經營活動三個層面 (資源組織面、生產加值

面、銷售供應面) 中，任一層面有跨越國界之經營活動，而國際涉入程度逐步增



加，就是國際化。 

國際化既是抽象的概念，也是具體的行動；對企業來說，國際化是一種競爭 

策略，也是企業成長時無可避免的道路。根據經濟部對於國際化的定義，由於長

期身為國際企業品牌產品的代工夥伴，從「生產加值面」的角度來看，台灣一般

企業的國際涉入程度其實已有相當程度基礎，但由於全球市場競爭愈趨激烈，導

致代工的獲利率受到壓縮，近年來台灣企業逐漸開始發展自有品牌，希望以自有

品牌產品開拓國際市場，創造企業新的利基與收益來源，但受限於本身國際市場

的經驗不足，使得初期往往會在「資源組織面」與「銷售供應面」中會遭遇到一

些挑戰。因此本論文對於國際化將以此兩方面為基礎，來發展所需探討的議題。 

 

 

 

 

 

 

 

 

 

 

 

 

 

 



2.2  國際化的動機 

Root (l987) 認為企業之所以進行國際化，其動機是當企業發覺如果它繼續

將自己拘限在本國市場，無法達成其策略目標時，企業將會產生國際化的意念；

Kefalas (1990) 則認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不外兩大理由，一是基於營運上的需

求，為確保原物料的來源、充份利用設備、確保技術的持續發展、以及處理剩餘

產出；二是策略上的需求，為確保企業承受未來外在環境變動的能力、促進持續

成長、以及改善獲利能力。 

    Dunning (1993) 認為對於國際化的動機，包括下列四種原因： 

1)尋求資源 (Resource-Seeking) 

其目的是取得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企業為了取得低廉勞工、原料或資

本，或追求先進國家的研發技術、經營管理的知識等。 

2)追隨客戶 (Follow the Customers) 

在企業所屬的產業內，當主要客戶遷往國外或在國外設立據點時，為了服

務客戶或供應原料，企業將追隨主要客戶在該國設立據點。 

3)尋求市場 (Market-Seeking) 

當母國市場規模達飽和，為了追求成長的空間，企業會選擇另一個海外市

場進行國際化的推展，來增加銷售量。 

4)寡佔互動（Oligopoly Interaction） 

在寡佔型的產業中，會傾向不讓其對手在其他新興的市場中佔先機，而當

其對手採取海外擴展行動時，馬上會跟隨進入同一個海外市場，以防止其

對手在多個市場進行交叉補貼方式所帶來的威脅。 

Johny (1997) 指出有四種驅動力 (Drivers) 促使企業邁向國際化： 

1)市場驅動力 (Market Drivers) 

包括了五種主要的因素： 

1.一致性的顧客需求 (Common Customer Needs)：因為科技發展、全球通

訊而創造出了一群同質性高的消費者，企業可以針對這群散佈在世界各地

消費者的需求進行國際化； 

2.全球顧客(Global Customers)：因為出現了許多遊走在全球市場中進行

交易的顧客，企業為了與他們交易遂邁向國際化； 



3.全球鏈結(Global Channels)：企業在為了尋求最佳資源而傾向全球的

產業鏈中進行合作； 

4.可轉換的行銷 (Transferable Marketing)：因為成功的行銷策略可以

被複製、轉換至新的市場中繼續運用，助長的企業往新市場活動的驅動力； 

5.領先的市場 (Leading Markets)：在全球市場中有幾個具有領先指標的

市場，企業為了獲得利益而紛紛投入領先的市場中。 

2)競爭驅動力 (Competitive Drivers) 

在多變的經營環境下，企業不僅面對本國企業的競爭，更將面對其他的外

國企業瓜分市場，使的本國市場競爭壓力與日俱增，遂向其他外國市場發

展，尋求利益。 

3)成本驅動力 (Cost Drivers) 

企業在生產製造上，為了獲得經濟規模，傾向於大量製造以節省成本，為

了銷售這些產品，而將市場擴展至鄰近的國家；或者企業為了取的較便宜

的資源，例如便宜的勞動成本而至他國投資設廠；亦或者企業為了節省因

為在地化而增加的產銷成本而走向全球市場。 

4)政府驅動力 (Government Drivers) 

在過去，政府多著眼於保護本土企業而採用保守的國際化政策，抑致國際

化的發展，到了今日情況相反，反而制定許多優惠政策，支持企業走向國

際化，並接受國外企業的投資。 

    在國內學者方面，陳明俊 (1993) 綜合國外學者歸納出驅使企業國際化的三

項動機，分別為積極性動機、消極性動機及企業的國際導向： 

1)積極性動機 

主要源於國外市場具有： 

1.龐大的銷售潛能 

2.低廉的原物料價格與人工成本 

3.獨特而稀有的資產或資源 

4.先進的技術或知識 

5.市場具不完全競爭特性 

6.貿易障礙 

2)消極性動機 

源於造成本國市場經營壓力之情況： 



1.國內市場的競爭激烈 

2.剩餘產能 

3.需求波動情況嚴重 

4.政策法規變遷的風險 

5.產品生命週期已達成熟末期 

    3)企業的國際導向 

主要反應在企業執行長 (CEO) 或董事會高層管理當局對國際營運的態

度。 

趙義隆、于卓民、謝文雀 (1998) 提出企業國際化之動機若以面對環境變化

採取主動預應或被動因應，可分成攻擊動機及防衛動機，茲分述如下： 

1)防衛說 

1.政府措施：包括關稅障礙、進口管制、國內或國外法律反對獨占或貿易

協定，進口替代的立法強制公司生產或裝配活動部份在當地進行。 

2.地區生產的需要和國外市場的國家主義問題。 

3.運輸成本及交通延誤處理的問題。 

4.代理商及授權問題。 

5.售後服務及國際技術服務問題。 

6.保障專利權。 

7.保障原料及零組件的供給來源。 

8.國際化的需要，當競爭者、供應商進行國際化時，亦隨之國際化。 

9.經濟不景氣時，維護國內股東的利益，採取的措施為地區擴張和產品多

角化。 

    2)攻擊說 

1.尋找國內尚未充分利用的資源 (資本、設備、員工、專門技術)，以獲

得較多利益。 

2.尋找較低的因素成本(資金、勞工、供給)。 

3.發展資源及市場的全球計畫及策略，以有效利用環境的機會。 

4.吸取國外知識、方法和經驗。 

5.有擴張的需求，到國外拓展公司，以避免國內的限制。 

3)其他動機 

1.政府的影響：例如鼓勵國外投資、減稅、貸款成本低、允許及保證、建

築物。 

2.其他競爭者的影響，例如應用專門知識 (Know-How) 的方法。 



許逸晟 (2003) 則將國際化的動機歸納為以下六項： 

1)市場因素： 

為了擴大市場、增加收益，或為了配合國際化市場趨勢，進入他國的市場

營運。 

2)競爭因素： 

為了對抗競爭對手、保衛本身的地位、並進而發揮企業的核心能力，強化

企業的競爭能力。 

3)資源因素： 

為了尋求較佳的資源以降低營運的成本、或者尋求領先的技術與知識。 

4)追隨因素： 

為了追隨大客戶的國際化動作而跟進。 

5)風險因素： 

為了降低營運風險而採行分散投資的策略。 

6)政府因素： 

政府對國際化的態度。 

其認為這六項因素中又以前三項的動機因素最為明顯，是促成企業進行國際

化時主要的驅動力。 

 

 

 

 

 

 

 



2.3  國際市場進入策略 

本土企業決定要進入國外市場時，遇到第一個課題即是選定進入目標海外市

場的模式。關於進入策略的種類存在許多論述，其中 Root (1987) 將所有可能

的進入策略分為出口、契約性、投資三種進入模式。 

1)出口進入模式(Export Entry Modes) 

1.間接出口(Indirect) 

      2.直接代理商/配銷商(Direct Agent/Distributor) 

      3.直接分支/附屬機構(Direct Branch/Subsidiary) 

      4.其他 

2)契約性進入模式(Contractual Entry Modes) 

      1.授權(Licensing) 

      2.特許(Franchising) 

      3.技術協議(Technical Agreements) 

      4.服務合約(Service Contracts) 

      5.管理合約(Management Contracts) 

      6.工程/轉鑰契約(Construction/Turnkey Contracts) 

      7.契約製造(Contract Manufacture) 

      8.相對貿易協議(Counter Trade Agreements) 

      9.其他 

3)投資進入模式(Investment Entry Modes) 

      1.獨資：新設立(New Establishment) 

      2.獨資：收購(Acquisition) 

      3.合資：新設立/收購(Joint Venture) 

    Dahringer & Muhlbacher (1991) 則以企業是否直接或間接介入運作以及是

否單純從事行銷或同時兼營生產活動的 2X2 的分類構面，將進入模式分為四大

類共十四種，如表 2.3-1 所示： 

 

 

 



間接涉入 直接涉入  

行銷 不定時出口 

目錄/電話銷售 

出口代理商 

出口貿易商 

進口商 

批發商/零售商 

政府貿易代理商 

出口部門 

銷售代表/分公司 

 

有限資本

授權 

特許 

產銷合約 

  

 

生產暨行銷 

密集資本  合資 

直接投資 

       資料來源：Dahringer，L. D. and H. Muhlbacher(1991) 

表 2.3-1  進入模式之分類 

企業所選擇的市場進入策略對企業營運有極大的影響性，以事前的角度來

看，公司所處的產業特徵，就會影響到在選擇進入策略的決定，例如 OEM/ODM

最常見國際化的方式便是選擇低生產成本的地區直接投資設廠，例如中國大陸、

東歐等，再透過直接出口方式，將商品出貨給客戶；然而若是以自有品牌為主的

企業，在選擇進入策略上便無法這麼直覺式的思考，如何了解消費者需求、如何

有效管理當地通路等，都是品牌業者必須關心也必須解決的議題，因此常見到企

業透過選擇當地優秀代理商，甚至直接在當地設立子公司的方式，選擇直接或間

接的能接觸消費者的方式作為公司進入策略。 

    除了產業特徵外，其他例如公司規模、企業文化等都會影響策略的選擇，同

樣以品牌業者為例，就如同神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曾說過，「做品牌就好像打水

飄似的」，必須要投入大量資源、資金，對一般中小企業本身，這更是一個不可

能的任務，也不可能期望有失敗能重來一次的機會，所以在選擇進入策略上必須

更步步謹慎，一般中小企業在選擇進入國際市場，通常尋找當地市場代理商、經

銷商夥伴作為過河的馬前卒，目的也是能在有限資源中，一方面能透過代理商以

較低風險方式，了解當地市場供需情況，另一面也能逐漸厚植企業內部國際化的

能力，打造企業內部國際化的基因。相反的，規模大、資源豐的企業，或許是過

去有相關國際化經驗，抑或是背後有更大的集團撐腰，則往往能大膽的直接在當

地設立子公司，作為當地營運的根據地。 

    而對於國際化進入方式的決策過程，Terpstra (1983) 提出完整的架構，企

業在決定國際市場進入策略前，先要對本身資源、規模、國際行銷經驗等公司內

在環境做評估，然後再考量企業所面對的經濟、政治、法律、社會文化等外在總

體環境以及科技、新能源的改變，再來應針對國際市場進行研究，篩選市場機會



較高，生產資源較豐富及進入風險較低的國家，最後再選擇其進入模式。 

亦有許多其他學者針對影響企業進入模式之因素之探討，其中 Root (1994)

將影響進入模式之因素分為內在及外在兩大構面，如圖 2.3-1 所示： 

                 

 

資料來源：Root (1994) 

圖 2.3-1  國外市場進入模式影響因素圖 

    其中外在環境因素包括： 

1)目標國市場因素： 

包括目標國市場的大小、競爭結構 (完全競爭、寡占或獨占) 及行銷的基

礎設施等。 

2)目標國環境因素： 

包括政府政策、地理位置、經濟型態 (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經濟力 

(GNP、國民所得、經濟成長率、投資率) 及文化差異等。 

3)目標國生產因素： 

包括原料、基礎設施、勞工、資源等。 

4)母國因素： 

包括母國的市場、生產及環境等。 

國外市場進入模式

公司產品因素
公司資源與承諾因素 

目標國  

市場因素 

目標國  

生產因素 目標國  

環境因素
母國因素 

外在環境因素

內在環境因素



而在內部因素方面，則包括： 

1)公司產品因素： 

即產品差異化、售前與售後服務、技術密集產品、產品適用性等。 

2)公司資源及承諾因素： 

包括公司可投入的資源及投入意願等。 

Agarwal & Ramaswami (1992) 針對美國 199 家國際性租賃公司的總裁或執

行長進行實證性的研究，探討國外市場進入模式相關問題，其歸納出市場進入模

式決策架構如圖 2.3-2 所示： 

 

資料來源：Agarwa1, S. and S. N. Ramaswami, (1992) 

   圖 2.3-2  Agarwal & Ramaswami 國外市場進入模式研究架構 

而其實證結果顯示： 

1)大型多國企業通常傾向採用獨資或合資模式，但針對市場潛力小的國家則

多不介入。 

2)縱使其市場潛力很大，小型企業通常傾向不介入或以合資方式進入國外市

場。主要原因乃是其無法獨力擁有所需之資源。 

3)縱使廠商擁有發展差異化產品的能力，面對高投資風險的國家，廠商仍缺

乏介入之意願。 

所有權優勢 

廠商規模 

國際化經驗 

差異化產品發展能力 

地點優勢 

市場潛力 

投資風險 

內部化風險 

合約風險 

進入模式的選擇 

不涉入、出口、合資、

獨資、授權 



4)對於存在高合約風險的國家，擁有發展差異化產品能力廠商偏好採用獨資

模式，以保有本身的資產與能力。 

5)對於同時存在高投資風險與高市場潛力的國家，廠商偏好採用出口模式，

以規避投資損失。 

國際風險的認知一向在進入策略的選擇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不同的廠商會

有不同的國際風險認知，企業會依其對國際市場的風險認知選擇最適合和最有利

的國際化策略。Brouthers (2002) 認為進入模式策略包括整合 (Integrated)、

合作(Cooperative) 及獨立 (Independent) 等三種型態：選擇整合性模式 (分

公司/子公司) 的企業能夠藉高度的資源承諾來完全掌控營運，這意味著能承受

所有風險；而選擇合作型模式 (合資及策略聯盟) 的企業，以與其他企業共享控

制權及分攤資源承諾，以轉移部份風險；選擇獨立型模式 (海外合作夥伴、授權、

加盟及特許) 的企業，將控制與資源承諾完全轉移給其他企業，以避免大部份的

風險。 

另外，Brouthers 並將進入策略的風險分為兩大類，分別為控制風險及市場

複雜風險： 

1)控制風險 (Control Risk)： 

包含管理者的國際管理經驗、文化差異及產業結構三方面。國際管理經驗

不足、文化差異愈大以及產業內競爭者愈多，與其他企業同質性愈高者，

則風險愈大。企業將會選擇控制權與其他企業分享，例如合資或授權，以

降低風險。 

2)市場複雜性風險 (Market Complexity Risk)： 

包含傳統風險、消費者偏好、競爭強度 (Competitive Rivalry) 以及市

場需求/潛力，其中傳統風險又可分為政治風險、轉移風險及營運風險三

部份。市場風險會影響企業進入某一市場的能力、其產品的配銷以及利潤

的取得或保持，進而影響管理者決定企業資源投入某一市場的多寡。 

其研究結果顯示，進入策略的選擇與控制風險、市場複雜風險以及總風險都

有顯著的中度相關。風險愈高，企業傾向於選擇獨立型進入模式，即選擇控制低

且資源投入較少的進入模式。 

 

 



2.4  國際化的程序 

從國際化風險角度來看，廠商在國際化初期可能對國際市場不熟悉，甚至海

外市場充滿許多變數，因此廠商會採取穩紮穩打，逐步增加投入資源及規模，因

此國際化應該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但觀察近來許多高科技產業卻也有迥然

不同的國際化模式，也就是並不依循漸進模式，而出現「跳躍式」的狀況。 

Burkley, Newbould,& Thurwell (1979) 認為企業之國際性活動，由母國至

國際，其步驟順序依照風險的增加而為：1.只在母國營運生產；2.出口；3.海外

銷售代理商；4.海外銷售子公司；5.海外生產子公司，共有五種可能之路徑，如

圖 2.4-1 所示。研究中以四十三家在海外設有子公司的英國廠商做實證，該研究

發現路徑中包含的路徑越多時，其海外子公司的平均成功率越高。路徑 5的廠

商，其成功率越高；研究中亦發現路徑 1與路徑 2之所以能直接設立生產子公司，

是因其廠商本就具有國際經驗；路徑 3最多企業採用；路徑 4採用廠商雖沒路徑

3多，但成功率卻較高。  

 
資料來源：Buckley, Newbould & Thurwell (1979) 

圖 2.4-1  企業國際化階段圖 

以下即將企業國際化過程可分為漸進式及跳躍式兩種模式，並針對此兩種類

型理論綜合國內外學者國際化文獻探討。 

2.4.1  漸進式國際化過程 

(1) Uppsala 學派 (U-Model) 之觀點 

　 　 　 　 　 　 只在母國營運 

　 　 　 　 　 　 海外生產子公司 

　 　 　 　 　 直接出口 

　海外代理商 

　 海外銷售子公司 

　海外代理商 

1 2 3 4 5



Uppsala 國際化模式重點在描述國際活動的演化，認為國際化是廠商逐步增

加其國際涉入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的過程。 

    Johanson & Wiedersheim-Paul (1975) 根據瑞典四家已經成功國際化的工

程公司做長時間的研究。假設企業自創立後，首先在本國市場發展，當企業透過

一連串的決策制定國際化後而行動。研究並指出國際化的最大障礙來自知識與資

源的缺乏，但企業可以經由對於國外市場營運經驗的累積來降低這個障礙。其個

案研究中也發現企業國際化的過程有四個階段，並指出企業國際化是循序漸進的

發展： 

第一階段：缺乏常規性的出口活動 

第二階段：透過獨立的代理商出口 

第三階段：建立海外銷售分子公司 

第四階段：在海外建立工廠從事生產 

Johanson & Vahlne (1977) 則繼續深入探討 Uppsala Model，他們綜合了

歐洲學者在國際化歷程方面的研究，認為國際化過程係公司取得、整合與使用和

地主國市場有關的知識，逐漸增加市場涉入的過程。並提出了「國際化歷程動態

模型」，以狀態面 (State Aspect) 及改變面 (Change Aspect) 的交互影響來

說明企業國際化的動態演進過程，如圖 2.4-2 所示： 

1)狀態面：包括企業對市場的承諾與市場知識兩項，認為企業對市場的涉入

程度會影響企業對市場認知的機會及風險。 

2)改變面：包括目前企業的活動與涉入決策兩項，指出國際化過程是需要長

時間市場經驗的累積而發展起來的。 

 
資料來源：Johanson & Vahlne (1977)  

圖 2.4-2  國際化動態模型 

狀態面 改變面 

市場知識 

(Market Knowledge)

市場承諾 

(Market Commitment)

涉入決策 

(Commitment) 

目前活動 

(Current Activities) 



此一模型假設國際化是一個不斷演進的動態過程，廠商對目前狀態的認知會

決定所需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又可以產生經驗並形成依新的國際化狀態，在進行

下一回合改變。 

另外，鍾琴 (1998) 以國外營運活動是否經由單純的行銷發展至生產功能，

以及是否存在直接投資兩個構面，將企業之國際營運分成起始機制、發展機制、

成長機制及成熟機制四個階段，如表 2.4-1 所示。 

     企業國際化模式 

 

企業功能 

 

非直接經營生產方式 

 

直接經營生產方式 

 

行銷 

第一階段：起始機制 

間接出口、直接出口、OEM

第二階段：發展機制 

國外促銷據點、倉儲據點、

服務中心、行銷分公司 

 

生產 

第三階段：成長機制 

授權生產、合約承製、合

作生產、整廠輸出 

第四階段：成熟機制 

國外裝配廠、國外生產工廠 

 

資料來源：鍾琴 (1998)  

表 2.4-1  循序漸進的國際化進程理論 

Uppsala 學派提出了「心理距離 (Psychic distance)」是企業國際化初期

的考慮重點，心理距離是指本國與他國在政治、經濟、法律、文化、語言、產業

發展及市場實務等的相似程度。且此一學派特別重視經驗所扮演的角色：經驗會

影響企業在不同市場的知覺成本以及營運不確定性。對市場不斷累積的經驗是獲

得商業機會及國際化推進的主要驅動力，也是降低市場不確定性的主要方法，因

此企業在國際化初期為避免因為不熟悉及不確定所衍生的風險，會先出口至精神

距離近的臨近國家，在逐步增加對國際市場的涉入程度。 

(2) The Innovation-Related (I-Model) 之觀點 

最早是由學者 Rogers (1962) 所提出，其將國際化的概念視為採用創新或

新點子的學習過程，也就是說，將國際化當作是創新的一種，有別於 U-model 而

更強調創新的採用。大致上的概念環繞在企業視國際化為一種新的嘗試，是以往

營運時所沒有過的新想法，而這種想法對企業來說就是創新，和一般認知的產品

創新有相同的意義，藉著這種創新的觀念漸漸擴散，使的組織開始投入國際化的

行列，並且透過經驗的累積，來強化這個創新的力量。 

I-model 指出國際化的開始起因於兩種力量： 



1)自發性的 (Proactive Explanation) 

因為內部代理商改變成推動企業朝向國際化； 

2)被動的 (Reactive Explanation) 

因為收到海外客戶主動的接洽或者是當地政府的鼓勵。 

並將國際化分成六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國際化缺乏意願，不接受海外訂單 

第二階段：對國際化較不關心，但不排斥 

第三階段：開始對國際化感到興趣，積極尋求機會 

第四階段：對國際化採用試驗性質，嘗試出口 

第五階段：對小額的出口行為累積一定的經驗 

第六階段：有經驗進行大型的出口活動，擴張出口 

Reid (1981) 則繼續以 I-Model 為主要的概念，發展相關的國際化歷程模

式，其將進入國際市場的階段分為五種階段： 

1)出口知曉：了解出口帶來的機會並喚起對出口的需求。 

2)有意願出口：對出口的態度、信念、接受度及動機增強。 

3)出口嘗試：公司就有限的資源嘗試出口。 

4)出口評估：評估出口的結果。 

5)出口接受：接受或決定放棄出口業務。 

另外，Cavusgil (1984) 則針對企業的外銷，將其活動將分為五個階段： 

1)國內行銷：企業因本身產品、認知等方面的限制，而專心於國內市場的經

營。 

2)前外銷：企業受到內外不同刺激的影響而有所回應。 

3)試驗涉入：通常外銷比例小於10%，且企業會同時涉入一至兩個市場。 

4)積極涉入：企業會外銷到新的海外市場或擴展外銷的數量，更進而直接外

銷。 



5)承諾性的涉入：前一階段的成功與否會影響企業在此階段的長期承諾。 

且其認為國際化的長期績效將會受到企業的行銷能力的影響。 

由 U-model 與 I-model 比較能看出，I-model 強調的國際化是一種創新的

過程，且 I-model 相關的理論皆較偏重於 U-model 中的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

重點在於探討企業對出口行為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受到企業對國際化的涉入程

度所影響，再加上對外出口經驗的不斷累積，促成了企業邁向更深度的國際化。 

(3) Lawrence & Luostarinen (1988) 

    企業國際化的過程主要包含了三個議題： 

1)How：指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 

2)Where：指進入哪裡的市場，心理距離會影響Location的選擇。 

3)Sales Object：指銷售標的，由產品、服務、Know-how及系統依序導入海

外市場市場。 

另外，企業國際化所需的三項組織能力則包含了： 

1)組織結構的對應：指對海外市場當地投入的增加，並在組織結構、政策、

及程序上做調整以對應國際化需求。 

2)財務：指國內外財務資源調度。 

3)人力：Lawrence & Luostarinen 強調國際化需依賴於「經驗」，然而經

驗與知識卻取決於「人」上面，這些國際化知識包括海外市場知識、當地

營運技術及經營方法、買方關鍵人物等。 

其理論概念如以下圖 2.4-3 中的架構圖所示： 

                      

 

 

 

 



 

資料來源：Lawrence & Luostarinen (1988) 

圖 2.4-3  廠商國際化構面 

2.4.2  跳躍式國際化過程 

目前也有許多研究發現，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發展，並非總是依循固定的模式

或階段而逐步發展，有時會出現階段跳躍的現象。 

Johanson & Vahlne (1990) 雖然沿用 U-Model 的觀點，認為由於企業缺乏

海外運作相關的資源，企業國際化的資源投入係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增加，並在過

程中累積資源，逐步調整組織型態，但也提出會有下列三種狀況的例外： 

1)企業擁有豐富資源時，企業國際化步伐會比較大。 

2)市場穩定且同質時，市場知識可由其他途徑取得，企業國際化步伐也會

比較大。 

3)廠商有能力將市場經驗一般化到相似的市場上時，企業國際化步伐也會

比較大。 

Buckley & Casson (1976) 則認為廠商在決定市場服務型態時，會考慮三種

成本： 

1)不可回復的設立成本：服務型態一經採行即存在。 

2)週期性固定成本：用以聯繫公司內活動的成本，如給予當地經理的薪資 

3)週期性變動成本：各種與產出直接有關之成本，如原料、勞力等。 

企業國際化

組織能力 

How--海外市場進入模式： 

代理商、子公司、授權、特

許經營、管理合約

Where：政治、文化、經

濟等心理距離的差異、 

Sales Object： 

產品、服務 

財務 
結構調整 

出口部門、國際部門 

國際化人力 

國際經營技巧與經驗、訓練 



在特定的產出下，廠商將選擇有效率的型態，使平均成本較低以便利潤最

大，所以在考量出口、技術授權與對外直接投資三種國際化經營方式的成本及市

場成長型態後，企業進而決定其行銷服務之模式。固定成本是以出口方式最小、

技術授權次之、直接投資最大；而變動成本則以出口方式最大、技術授權次之、

直接投資最小，若市場處於成長之中，則其國際化階段的型態為「出口 授權

直接投資」；若市場不夠大，則可能只有出口，或只由「出口 技術授權」，而

不會再轉換至直接投資；但若市場很大，也有可能一開始就採用技術授權，再轉

換致直接投資，成為「授權 直接投資」的型態，或是也有可能一開始就採用直

接投資，並不一定會採取諸如程序學派學者所強調的程序漸進方式國際化，而可

能採取跳躍模式。 

Millington & Bayliss (1990) 認為廠商國際經驗不一定來自目標市場，經

驗可能來自於對其他海外公司的管理經驗或是國際公司對海外營運之管理及控

制方式。國際化經驗可以是公司取得目標市場特定知識的替代方法，它使得公司

能在特定市場上產生跳躍式的國際化，公司也可以透過正式的策略性規劃來取得

特定市場知識，國際化經驗與正式的策略性規劃是高度相關的，當公司發展國際

化經驗越豐富，公司的規模就越大而且越複雜，因而公司就會建立正式的策略性

規劃制度，可以補足公司所缺乏的特定市場知識；另外，Sullivan & Alan (1990) 

亦認為企業的國際化程序受廠商需求、國家特定因素及國外市場環境等三因素影

響，而採不同國際化策略。 

國內學者方面，吳青松 (1996) 針對我國中小企業的國際化過程的研究發

現，許多行業中都有海外直接投資在先，而設立行銷據點在後的「跳躍式」現象。

這與其他國家中小企業多半遵循產品出口、設立業務代表、設立銷售分公司、設

立製造子公司的「漸進式國際化模式」有所不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二： 

1)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係迫於總體生產環境的遽變，乃屬於「壓迫性的外

移」現象，促使其海外投資行為過於早熟。 

2)我國過去傳統產業內的中小企業過去皆著重於 OEM 代工，根本不必擔心產

品行銷問題，直到海外投資使生產規模迅速擴大後，產品行銷開始有了規

模經濟，才使企業回過頭企圖建立自己的品牌和自有行銷通路。這種海外

投資在先，建立行銷據點在後的現象，也是台灣中小企業國際化模式中的

一項重要特徵。 

2.4.3  中小企業國際化過程 

前文所提到許多關於國際化過程的模式，對象大多是以大型企業為主，而從

過去以來針對中小企業來發展一般性的國際化模式是非常稀少的，所以近年來產



生許多以中小企業為主題的相關研究。 

早期在進行國際化的企業，一般都是以大型企業為主，因為大型企業才有足

夠的資源可以進行國際化，包括出口、至海外投資設廠、全球佈局等，而且大型

企業若要繼續發展，僅僅國內市場是無法供給整個大型企業所需的，所以最終必

定會走向國際化。以往國際化被認為是大型企業的專利，但是在整個環境的改變

之下，可以說已經沒有一個企業可以忽視國際化的力量，一來本土企業會面臨國

際企業的競爭壓力，二來企業也可以透過國際化來實現擴大市場、降低成本等提

升競爭優勢的策略，所以國際化現在也變成中小企業的重要策略之一，這也促成

了近年來研究的對象轉而重視中小企業。 

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國際化歷程模式之所以會自成一格、跟以往的探討有所

不同，在於：對中小企業來說，國際化是最困難的選擇之一，因為這暗示著充滿

了危機，而且中小企業本身能掌握的資源就很稀少了。雖然有很多中小企業在本

國市場是很成功的，但是來到海外市場卻往往不如預期般的成功。相對的大企業

本身就資源豐富、擁有強勢的產品，而中小企業卻沒有這種天生的條件，所以在

進行國際化的策略時的考量點與大型企業有所不同。 

關於探討中小企業的文獻，整理的結果有幾個重點是以往以大型企業做對象

時較忽視的，第一個重點放在於對國際化經驗的累積，也就是說：國際化剛開始

的情況是受到後來累積的知識經驗所影響。經驗的累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進行

國際化時會產生的風險所造成，而這種風險很可能直接摧毀中小企業，最後面臨

倒閉的危機。所以對中小企業來說，國際化是極為困難的決策，本身可能因此而

快速成長，也可能快速萎縮；為了減少不確定的因子影響國際化的效果，更需要

不斷的培養經驗，這與前文提到的 I-Model 的觀念相吻合，就是將國際化視為

學習的過程。這樣導致的結果，使得中小企業會選擇穩健且低風險的方式進行初

期的國際化，以培養、累積足夠的經驗。 

另外，中小企業在進行國際化時，除了知識經驗的持續培養之外，重點還放

在夥伴關係的建立，強調產業網路整體的國際化。中小企業常常形成緊密的網路

結構，在網路內彼此合作、各取所需，而對外則共同抵禦其他競爭者，或者共同

創造有利的環境、找尋有利的市場。在進行國際化時也出現相同的狀況，甚至這

股彼此牽動的力量更大，從幾個層次來看：首先，中小企業國際化的開端，有許

多是網路力量迫使的：當網路內的主要或者多數的企業廠商基於利益考量而集體

移往他國時，其他的網路成員就被迫面臨選擇，若要繼續維持網路的關係，勢必

也須要隨之進行國際化的動作，否則網路的關係很可能會因此而削弱，因此，網

絡關係的建立，對於中小企業進行國際化而言，是一個好的起始點；其次，中小

企業在進行國際化策略時，尋找可靠有用的夥伴就顯的相對重要，中小企業進行



國際化時，在資源不足的情況下，必須透過彼此合作結盟的方式，一來可以互相

分享資源，二來可以分散風險，而這個網路可以是之前國內的，也可以是到國外

新建立起來的。 

總結而言，提升國際經驗與建立合作網絡對於中小企業國際化來說，是有相

當大的影響且相當重要的。以下表 2.4-3 整理出幾位學者對於中小企業國際化

過程的研究觀點。 

學者 國際化歷程 

 

Zhan Su & Raymond Poisson

(1996) 

第一階段: 進口 
第二階段: 出口 
第三階段: 合資 
第四階段: 附屬子公司 

 

Annika Laine 

(1999) 

 

第一階段: 代理(間接出口為主) 
第二階段: 代理 

第三階段: 代理+銷售附屬子公司 
第四階段: 海外銷售附屬子公司 

 

Susan Freeman 

(2000) 

第一階段: 進出口 
第二階段: 多國籍趨勢 
第三階段: 地理焦點的中小企業 

第四階段: 全球化中小企業 
 

Wiesbaden 

(2002) 

第一階段: 市場承諾 

第二階段: 市場知識 

第三階段: 市場涉入 
(強調彼此互相影響) 

       資料來源：許逸晟 (2003)，「台商赴大陸國際化歷程之研究」 

表 2.4-3  中小企業國際化歷程學者觀點整理 

    因此，本研究針對初始國際化企業的特性，結合「漸進式」和「中小企業」

國際化過程的觀點，將國際化的過程分做四個階段，而本研究以處於國際化第一

階段的企業為主要研究對象。此四階段分別說明如下： 

    1)海外代理商/經銷商階段 (初期進入階段) 

這個階段由於企業剛開始涉入國際市場，重點為搶建海外市場的灘頭陣

地，由於進入國際市場將會面臨許多風險，加上企業本身經驗與資源的不

足，任何錯誤的決策將會導致失敗。因此，此階段的企業僅透過海外中介

機構將產品行銷國外市場。 



    2)海外銷售代表/銷售子公司階段 

當組織在海外市場建立實績之後，原本的代理商或配銷商會被組織的銷售

子公司或辦事處所取代。此階段企業的目標為成長擴張，以既有的市場為

基礎，子公司的管理者居於重要的地位，對於經營決策具有相當大的權

力，必須了解當地市場環境才能達到公司目標。 

    3)海外直接投資階段 

此階段中，企業的海外業務部門隨著經驗的累積快速擴張，為了近一步鞏

固已拓展的海外市場，並增強產品競爭力，企業在當地子公司除了銷售功

能外，更賦予研究發展、生產等業務，並開始追求區域之內的整合，在各

區域內尋求具比較利益的地點，成立生產中心、研發中心等，發展規模經

濟。 

    4)跨國性企業階段 (全球整合階段) 

此時企業已發展成完整的跨國籍企業，除了鞏固全球的市場之外，並增進

跨國、跨區域的聯繫與整合，並發展整合性的策略，其方向為以全球觀點

的基礎上，發展策略並分配有限的資源。 

     

 

 

 

 

 

 

 

 

 



2.5  國際化企業組織架構 

2.5.1  組織結構設計 

Chandler (1962) 以美國 70 家大型企業為實證研究樣本，其研究結論包

括：1.公司會針對市場環境的需求而制定其對應的策略，並且分配其可運用資

源，以達到其預期的目標；2.組織結構會適時地受策略很深的影響而改變，然後

整合公司現有的資源，以支援新策略的運作和需求。因此環境影響策略，策略影

響組織結構的「環境 策略 組織結構」模式初次被提出。 

司徒達賢 (1995) 對於「環境、策略、組織結構」的關係則做出以下的詮釋：

「策略形態必須配合外界環境特色與趨勢，且能發揮公司本身的條件，並滿足目

標組合。策略指導了功能政策的取向，指導了組織設計的方式。然後，透過功能

政策與組織，使策略的構想具體表現在公司行動上。有了正確而步調一致的行

動，公司績效於焉產生」。 

過去的一般學理皆主張策略分析應從「目標制定」、「環境分析」、「條件

分析」開始著手，但司徒達賢認為應從策略形態開始著手，使企業策略更強調內

部活動與外部環境的一致性，適時調整策略和組織能力，以應付環境之需求，方

能實現公司的目標及價值觀的表現。因此，其認為 Chandler 的模式應修正為環

境與策略是互動的「環境 策略 組織結構」架構。 

有關企業組織的基本觀念如圖 2.5-1 所示：  

!  

        資料來源：李吉仁 (1999) 

圖 2.5-1  公司組織的基本觀念 

 



2.5.2 國際化企業組織結構類型 

最早對多國籍企業的組織結構提出分類的學者是 Clee & Sachtjen，他們在

1964 年針對參與國際經營的廠商進行研究，提出三種組織型態，分別是：1.國

際事業部結構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tructure)；2.地理別結構

(Geographic Structure)；3.產品別結構 (Product Structure)。 

Stopford & Wells (1972) 針對美國 187 家大型多國公司進行調查，發現

當多國籍公司在發展新策略或較複雜策略時，組織結構的取決重點在於地主國的

稅賦、決策所在地與公司間的溝通問題。對管理者而言，組織結構是用來監督各

單位，以便成功地在不同國家運用其專業技術，因此「海外產品多樣性」與「海

外銷售比例」兩項因素，會影響國際化公司的組織結構。 

Stopford & Wells 以階段模式說明策略和組織結構的關係，隨著產品的多

樣性與外銷比重的變化，組織結構也會隨之調整，如圖 2.5-2 所示： 

 

資料來源：Stopford & Wells (1972) 

圖 2.5-2  海外產品多樣性和海外銷售比例與組織結構的關係 

其研究結論指出： 

1)世界產品事業部結構的公司，其海外產品多樣性，比國際事業部或地區事

業部結構的公司高。 

2)地區事業部結構的公司，其海外銷售比例，比國際事業部或世界產品事業

部結構高。 

3)矩陣和混合結構，海外產品多樣性和海外銷售比例都相對較高。 

海
外
產
品
多
樣
性 

海外銷售比例 

地區事業部 

世界產品事業部

矩陣組織 

國際事業部 



Hutchinson (1976) 則以實務而非理論的方式，連結多國籍公司策略和結構

關係，以多國籍公司的組織結構，探討其對各種策略重點的適合程度。Hutchinson 

將組織結構化分為國際事業部、世界產品別、地區別、功能－地理與功能－產品

矩陣組織，與產品－地理矩陣式組織 (重點式市場)，各組織結構的型式與內容

如表 2.5-1 所示： 

國際組織結構型式 內容 

 

國際事業部 

1.時常是公司第一次進入國際市場的組織 

2.視全世界為一市場，並有自己的產品線和幕

僚人員 

世界產品別 產品從國內市場，延伸至世界市場。 

地區別 每地理位置充份利用當地市場的時間和位置經

濟。 

 

 

 

矩陣式 

1.是地理結構與功能事業處或產品事業處結構

的一種組合。 

2.此允許在母公司的功能性主管可與地區性功

能主管互相影響。 

3.矩陣的權力架構為一大問題。可是當運作順

利時，則特殊的技巧會被發展出來,以符合當

地之特殊需求 

 

重點式市場 

1.是產品別和地理別的結合，但重點在市場不

在產品。 

2.不管彼此間的地理或文化的差異有多大，試

著去服務這些市場。 

資料來源：Hutchinson (1976) 

表 2.5-1  國際組織結構的型式和內容 

Hutchinson 並將組織結構迅速成長、產品多樣化、技術密集、管理者經驗

不足、總公司嚴密控制、與政府保持密切關係、資源調配、相對成本等策略重點

相對應，得到如表 2.5-2 之結論整理： 

適合程度 企業策略     

考量重點 國際事業部 世界產品別 地區別 矩陣式 重點式市場 

迅速成長 M H M H H 

產品多樣化 L H L H H 

技術密集 M H L H H 

管理者經驗不足 H M L L L 



總公司嚴密控制 M H L H H 

與政府保持密切

關係 

M L H M M 

資源調配 

  產品性考慮為主 

  地區性考慮為主  

  功能性考慮為主 

 

L 

M 

L 

 

H 

L 

M 

 

L 

H 

L 

 

M 

M 

H 

 

M 

M 

M 

相對成本 M M L H M 

(適合程度：高＝H，中＝M，低＝L) 

資料來源：Hutchinson (1976) 

表 2.5-2  多國籍企業組織結構與公司考慮重點的適合性 

    Daniels、Pitts & Tretter (1984) 研究 93 家美國的多國籍企業，以「產

品多樣性」、「國外作業的依賴程度」、「策略重點」、「所有權」及「控制變

數」為研究變數，發現： 

1)當國外銷售佔整體銷售比例低時，企業大部分採用功能別或產品別事業結

構。 

2)雖然國外銷售佔整體銷售比例低，但國外產品多樣性程度低或中等時，企

業採行功能別組織結構；但是當國外產品多樣性程度中等或高等時，企業

會改採產品別組織結構。 

3)隨著企業對國外依賴程度提高，企業會從產品別組織進階至國際事業部。 

4)當國際事業部成長到比國內重要時，企業會維持國際事業部，同時在國際

事業部內區分各個地理區別市場，以確保產品在海外市場的發展，最後再

進階至地理區別組織結構。 

Egelhoff (1988) 則以 34 家大型美國及歐洲多國籍公司為樣本，其對於先

前 Stopford & Wells 所提出的「海外產品多樣性」與「海外銷售比例」對應組

織結構的模型，進行批評修正後提出幾點反駁，認為： 

1)海外銷售無法反應出口及海外製造的不同情況。 

2)造成海外製造轉變到在當地生產的原因很多，但 Stopford & Wells 並未

詳盡考慮。 

3)海外製造降低了母子公司間的互賴關係，卻加強了同一地區間子公司的互

賴關係，特別是在歐洲及遠東的子公司。 



經過 Egelhoff 重新驗證後，其得出的結論包括：1.結果支持「產品部門結

構的公司，其海外產品多樣性，比國際事業部或地區部門別的公司高」的假設；

2.「地區部門別結構海外銷售比例，比國際事業部或產品部門結構比較高」則只

反應了部份事實；3.而「矩陣和混合結構，海外產品多樣性和海外銷售都相對較

高」則勉強可支持。 

因此，Egelhoff 修正 Stopford & Wells 的架構所提出的「海外產品多樣

性」及「海外銷售比例」兩變數，修正為「海外產品多樣性」、「海外銷售比例」、

「海外製造比例」三項因素，發現其與組織結構類型的對應關係，如圖 2.5-3 的

所示：         

 

 國際事業部 地區部門 產品部門 產品/地區矩陣 

海外產品多樣性 低 低 高 高 

海外銷售比例 低 高  高 

海外製造比例 高 低 高  

      資料來源： Egelhoff (1988) 

圖 2.5-3  Egelhoff 修正後多國籍公司策略與組織結構關係 

在管理意義上，Egelhoff 亦提出下列二點看法：1.如同 Stopford & Wells 

所提出，當多國籍公司在國外的作業量變大時，還是可以保持其「世界產品部

門」；2.多國籍公司如果還是由母公司大量出口以支持國外作業，則不應該採用

地區部門組織。 

Morrison & Crookell (1999) 及 Cullen (1999) 則提出跨國籍企業五種常

見的組織架構： 

    1)國際事業部結構： 

當國際銷售收入和利潤只占總量很小的一部份時，很難讓繁忙的部門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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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間去培養和建立國際業務，他的時間會花在那些收入和利潤很大的業

務上。因此，開拓和發展國際業務最好讓一個專門致力於此的部門－國際

事業部來做。採用國際事業部結構時，一個明顯的好處是，它使公司能給

予國際銷售更多的關注和支持。因此，國外部的經理必需了解每一個生產

部門的產品市場戰略，以便使它們適應於國際市場。其組織結構如圖 

2.5-4 所示：       

                                                                              

 

資料來源：Morrison & Crookell (1999) 

圖 2.5-4  國際事業部結構 

    2)世界地區別結構： 

隨著國際銷售佔公司總銷售額比重增長，許多成功的公司都從國際事業部

結構演變成世界地區別結構。儘管地區部門還需要定期向總公司匯報市場

狀況，但策略性決策權已經從總公司移轉到了地區經理或國家經理身上。 

對許多公司來說，世界地區結構抓住了全球化帶來的絕大部分效率優勢。

只有相對較少的活動真正需要全球規模來實現其經濟效益的最大化。再

者，由於地區結構組織反應迅速，減少了官僚主義，交流更有效率，員工

士氣提高，它可能比全球性的結構更有效、更經濟。 

世界地區結構使地區和國家經濟有高度自主權，可以改變本國的產品策

略，使它能適應於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特殊環境。通常，當地情況對消費者

需求影響越大，國家經理所獲的自主權就應越大。這樣做的主要成效是獲

得了本地迅速適應的能力。其組織結構如圖 2.5-5 所示： 

                                         



 

資料來源：Morrison & Crookell (1999) 

圖 2.5-5  世界地區別結構 

然而，高自主權常常會引發三個問題： 

1.母國產品部門和遙遠的海外子公司的聯繫變得更加複雜，而且常常中

斷。公司方的方針、標準不能有效地傳達到子公司。很多情況下，重要

的產品訊息也無法送到國外，當產品具有很大全球潛力時，這將是非常

棘手的問題。 

2.子公司的自主權無助於多國公司之間相互學習，每個子公司都有自己的

經驗與產品。而子公司自主權愈大，優秀的經驗和產品能被傳播和利用

的可能性就愈小。 

3.不斷成長的國際銷售額和利潤，提高了母國生產經理的興趣，當子公司

發展到可以自給自足時，母國經理的權力會受到挑戰。對於具有策略意

義的產品，母國經理會盡力阻止子公司獲得更大自主權。 

    3)世界產品別結構 

一般說來，產品經理的重要性隨著公司所提供的產品數目的增加而增加。

隨著國外產品種類的增加，很多成功的公司已採用了全球性產品分部組織

的結構。 

當世界產品結構興起來時，它們往往能夠實現同各關鍵市場的直接聯繫，

從而使它們的產品和市場的專有技術能進入這一領域，而不受任何阻礙。

因為活動是由總部緊密協調的，國家經理通常只涉及公司在當地的行政、

法律、財務事務，產品決策通常由母國的經理們來做，通常不鼓勵海外子

公司介入。雖然失去了當地的回應，但贏得了全球的效率。 

世界產品結構代表了縱向聯合的活動鏈。產品經理可以根據各國成本和技

術的差異來設置活動。這使全球性產品分部對於全球化的戰略顯得很理

想。在全球產品分部結構下，部分活動會被分散進行 (例如：零件加工和



裝配)，而其他活動則集中進行 (例如：研究開發活動)。為了降低成本，

歐美公司通常反應是把一些勞力密集型的活動轉移到那些工資水平低，擁

有熟練技術工人的國家和免稅地區。 

很多大公司轉向世界產品結構的一個原因是，它讓經理們更易集中精力去

提高公司的競爭力。當競爭領域是以行業界線來劃分時，可以清楚地確定

競爭對手，從而將決策集中在提高職能技術上。隨著全球化程度的加深。

工廠就產品而言更易集中；就製造而言更容易實現自動化；就服務而言更

加多元化。國家經理的主要專長是對本國市場充份了解，不能期望他們在

不被減少自主權的情況下，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繼續生存。 

在世界產品結構下，全球性的子公司的營運並沒有太大的自主權。他們成

了全球組織的一個組成部份，根本沒有獨立的策略作用。子公司生產的產

品一定是提供整個公司使用的某一模型或部件。產品的設計和說明很少由

子公司來決定，因為它的主要的目標不是這個子公司自己的市場。在這種

情況下，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協調變得非常關鍵，通常可以透過委派母公司

的經理人去子公司工作 3~5 年的辦法來實現。因為專門化是全球性公司

策略的核心，因此各子公司應以服從為重，並被作為一個成本中心來評

估。「利潤中心」的策略不符合這個戰略。全球性的子公司幾乎沒有策略

自主權，主動性也較低。 

世界產品結構的最大弱點是，隨著時間增長，子公司越來越依賴於母公

司。從子公司得不到實質性的思想和創意。因此，世界產品結構明顯地缺

乏靈活性。其組織結構如圖 2.5-6 所示： 

 

資料來源：Morrison & Crookell (1999) 

圖 2.5-6  世界產品別結構 

 



根據公司想要達到的目的，世界地區或世界產品結構都可能是正確的。當

國際銷售額在總銷售額中佔有重要比例，且對當地要求高時，世界地區結

構最為有效。在世界產品結構中，產品專有技術的交流實現了效率最大

化。當地經理人承擔了行政、法律的角色，而不是策略角色。因此，世界

產品結構在產品知識比市場知識更重要情況下最為適用。以下將世界地區

和世界產品結構之間的差異，整理如表 2.5-3 所示： 

 世界產品結構 世界地區結構 

產品線 專門化分工 拷貝式 

市場重心 國際 本國 

轉移 產品/工藝 工藝/技術 

下屬公司評估 成本中心 利潤中心 

下屬公司任務 貫徹戰略 發展和貫徹戰略 

下屬公司自主權 小 大 

下屬公司管理 國外的、短期的 當地的、長期的 

資料來源：Morrison & Crookell (1999) 

表 2.5-3  世界產品結構和世界地區結構比較 

    4)世界矩陣式結構 

世界產品結構與世界地區結構對於實施多國籍策略都具有優勢與劣勢。為

平衡地區結構與產品結構的利益和協調混合的產品與地區性子公司，有些

多國籍公司建立了世界矩陣結構。 

與大多數混合組織結構不同，世界矩陣結構是一個對稱性的組織：它在產

品類型和地區分部兩個方面具有相同的授權路線。矩陣結構為公司同時實

施地方性策略和全球性策略提供理想的組織結構，只有當對地區調整方面

的環境需要與同規模經濟相關的產品標準化方面的環境需要趨於相等

時，矩陣結構才能最好地發揮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接近等同的需要，組織

就將根據哪一方面對競爭優勢為重要而演變成產品結構或地區結構。 

在理論上講，矩陣組織會產生高品質的決策，因為兩個或更多的經理，要

就如何平衡當地與世界性需要達成一致意見。處於產品分部和地區分部結

合點位置上的經理被稱為「雙重領導的經理」，因為他們有來自公司產品

方面的上司和來自公司地區方面的上司。產品上司們傾向強調諸如效率和

世界產品等目標，而地區上司則傾向於強調當地市場的調整。這些利益上

的衝突意謂著要在全球化和地區化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因此，對於所有層

次的管理人員來講，矩陣結構要求不斷地權衡產品需要和地區需要。 

要成功平衡存在於全球需要與地方需要之間的內在衝突，矩陣組織需要廣



泛的資源用於經理之間的溝通。中層經理與上層經理必須具備良好的人際

關係能，這樣才能解決產品與地區之間的利益衝突所產生的衝突。中層經

理還必須學會與通常具有競爭利益的雙重上司相處，高層經理轉而準備解

決地區經理與產品經理之間的衝突。其組織結構如圖 2.5-7 所示： 

 
資料來源：Cullen (1999) 

圖 2.5-7  世界矩陣式結構 

    5)跨國網絡結構 

矩陣結構組織往往因為產品經理與地區經理之間的一致性決策，被證明是

緩慢而繁瑣的。在許多組織中，矩陣變的太官僚，存在太多的會議和太多

的衝突。而一些組織為進行更有靈活性的迅速的決策，也已經對其矩陣結

構進行了重新設計。在這些更具彈性的矩陣結構中，矩陣管理層根據需要

對在產品和地區方面的關鍵性決策加強了集中管理。例如，具有獨特性的

地區可能要求具有更為特殊的戰略的自由。他們相信中國大陸與亞洲市場

變化迅速，以致於當地經理需要很大的自主權以尋找機遇。 

國際競爭的日趨激烈和複雜，帶來了以地區和產品為焦點的策略以外的其

他策略的發展。為了有效實這一策略，還需要有一種組織形式，這就是跨

國網絡結構。跨國組織結構代表著對具有當地反應能力，並且利用全球規

模經濟，尋找諸如全球知識來源等地方優勢的複雜需要的一種最新的解決

方法。與矩陣結構一樣，跨國網絡結構試圖獲取各種組織結構方案的所有

優勢，它綜合了職能、產品和地區的下屬單位。但是，與具有對稱性的矩

陣結構不同，跨國網絡結構不具備基本形式，它不具有對稱性或組織的產

品與地區之間的平衡。取而代之的是，跨國網絡結構是一種連接世界範圍

內不同類型子公司的網絡，處於網絡中心點的單位協調產品、職能和地區

方面的訊息。不同產品類型單位與地區單位具有不同的結構，通常沒有兩

個下屬單位是完全相同的。跨國單位的演變是為了利用其所在世界某一地



方的資源、人才和市場機會，這些資源、人才和思想可以全方位流動。

Cullen 以飛利浦公司的組織架構，說明跨國網絡結構的運作模式，如圖

2.5-8 所示：  

                    

 

資料來源：Cullen (1999) 

圖 2.5-8  飛利浦公司組織跨國網絡結構圖 

絕大多數公司利用出口部門或國際事業部門來支持其早期的國際化。並隨國

際化程度的增加，依據其全球化戰略的需求，發展到世界產品結構或地區結構階

段。此後，由於當地調整的壓力與全球化的雙重需要，許多公司轉向矩陣結構或

跨國網路結構。 

然而，其實絕大多數公司從未達到純粹的矩陣或跨國境界，取而代之的是，

它們採用具有某種矩陣或跨國性質的混合結構。近年來，由於更多的產品全球化

及來自全球產品的競爭效率，出現了大公司賦予產品分部更大權力和設立跨國性

更強的子公司的增長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