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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國際化定義國際化定義國際化定義國際化定義    

  所謂國際化的定義，根據 Hitt et. al, (2006)指出國際化意指廠商在擴張其產品

或服務的銷售至本國以外的跨國市場、跨國區域所採行的各種營運活動，也就是

銷售、研發、製造等營運活動在本國以外的地區完成皆可稱為國際化。就此定義

來說，當一個國內的製造商僅是委託海外當地的經銷商代為銷售產品則非國際化

的廠商，反之，一家在海外擁有採購部門卻沒有自己的製造部門的百貨公司，則

為一家具有國際化的廠商。 

  廠商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影響或獲取海外資產，因此進行了國際化

擴張，藉由在母國以外一個以上的國家進行設立廠房、建立子公司、購併等不同

形式來達到海外生產或是將產品銷售到海外市場，從本土企業變成擴國企業。 

  廠商在進軍國際市場的過程中，主要是先以進出口形式為主，將母國的產品

銷售到其他國家或是將其他國家的產品進口到本國市場，隨著時間發展，為了增

加對產品的控制權以及為了增加利潤，廠商開始利用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的形式來作為主要的商業營運方式，所謂 FDI 就是廠商在海外藉

由設立廠房、成立子公司等形式，為了增加自己在該國的控制權而購買當地資產。

因此，隨著廠商進行國際化，廠商至少要將其營運活動擴展到本國以外的地區，

並且利用各種不同 FDI 的方式來增加自己在國際市場的參與程度。Vernon (1966)

認為廠商會隨著產品生命週期的演變而逐漸增加其國際化的程度，從發展產品在

國內銷售、初期以出口的方式將產品外銷，直到在海外成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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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國際化的動機與成本國際化的動機與成本國際化的動機與成本國際化的動機與成本    

        在本章的前半部已經解釋了何謂國際化及其形式，但是，廠商要跨足國際市

場，採行國際化策略必有其原因及完整的評估過程，在這一節，我們則將探討廠

商國際化的動機和國際化的成本。 

一一一一、、、、國際化的動機國際化的動機國際化的動機國際化的動機    

  Hitt et al. (2007)認為國際化策略為，廠商在擴張其產品或服務的銷售至本國以

外的國際市場、跨國區域所採行的各種營運活動；國際化基本上可以視為一個減

少廠商營運風險的策略，Hymer (1976)認為廠商為了獲取潛在的利益而促使其進行

國際化行為，包括像是在不同國家生產製造以達到規模經濟、降低交易風險、取

得稀有資源或成本較低的原料、將本身競爭優勢運用在其他國市場等。基本上，

國際化策略必定是對廠商利大於弊，才會成為廠商現有的策略之一。 

  當運輸成本為產品或服務的附加成本時，廠商的利潤則運輸成本增加而減

少；基本上，運輸距離越遠，運輸成本越大，廠商所可賺得的利潤則越低，尤其

是對於一些笨重類產品，像是水泥、飲料等等，運輸成本則相對來說更重要；此

時，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則會選擇 FDI 的方式，藉由在當地設廠、當地生產、

當地銷售的模式來提高自身的利潤；因此，廠商採用國際化策略則可降低運輸成

本以便賺取超額利潤。 

  另外，市場不完美性(market imperfections)則為另一個廠商國際化的原因，市

場不完美也就是市場中充斥著某些阻礙市場自由運作的要素。此時，對於廠商於

言，採用國際化策略比起國內生產、銷售來說可能更具有效率性。其基本假設為

國際化廠商代表一種替代的途徑以規劃跨國界的附加價值活動，每當廠商覺得綜

合性的國內外營運活動的利益大於其成本時，廠商就會進行 FDI，並且跨越國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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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內部化。 

    Contractor (2007)則整理出了幾點廠商國際化可能得到的利益： 

（一）特殊海外知識：廠商進行國際化擴張，過程中可能會因在不同國家經營而

學習到唯有國際化廠商才了解的經營知識，比起未國際化或國際化程度較低的廠

商來說，此一學習經驗有助於廠商自身的經營。 

（二）累積廠商市場力量：廠商藉由國際化行為擴展自己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

期望自己的產品規格或生產技術可以成為該產業的標準或是服務業廠商藉由國際

化所提高品牌價值以便能夠向消費者收取超額利潤。 

（三）區域性多角化：國際化廠商在不同國家營運，由於各個國家總體環境、經

營生態皆不同，藉此能夠分散經營風險；加上有些國家匯率變動快速，在多個不

同國家生產、銷售能夠減少因為匯率變動所造成的損失。 

（四）國際化規模：簡單來說，國際化擴張因為增加銷售量可以分攤廠商的研發

成本及其他固定成本，尤其是對於高科技業的廠商來說，高額的研發費用可能代

表著越高機會能夠開發新產品，此時，具有高度國際化的廠商其投入研發的心力

則較易大於其他國際化程度較低或尚未國際化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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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際化的成本國際化的成本國際化的成本國際化的成本    

  國際化對於廠商來說儘管能夠帶來各種不同利益，然而，國際化策略並非完

全沒有成本或潛在的風險。首先，進入一個全新且陌生的市場表示廠商進入了一

個全新的營運模式包括採購設備、招募員工、建立內部管理制度、經營與外部供

應商及顧客的關係等，可能都與以往母國的模式有所不同，自然使得廠商犯錯的

機會增加，廠商可能因為本身國際化經驗不足、對於外國市場的不熟悉，或是因

為當地市場經營不易，例如：不同消費者的價值觀差異甚大、當地市場發展程度

不完全等等因而產生額外的經營成本 (Zaheer,1995)。 

  政府基本上是廠商在不同市場進行 FDI 時的主要阻礙之一，為了保護本國的

弱勢產業、政治立場與廠商母國不同、報復廠商母國的其他產業業者等等，他國

政府可能會藉由關稅、限額等方式來提高廠商國際化的成本。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認為廠商進行國際化需要負擔以下幾種成本，包

括外國政府可能會採取貿易障礙措施來抵抗海外廠商進入該國市場；廠商進入該

國建構廠房、招募人才、對當地市場不熟悉所帶來的各種成本；以及各國間溝通、

協調、資源分配等成本。 

  Cuervo-Cazurra, A., et. al (2007)將廠商進行國際化時所可能遇到的困難分成三

大類，包括喪失現有優勢(loss of an advantage)：表示廠商進入他國市場將會面臨到

一個與母國經營環境不同的國家，廠商在母國現有的優勢可能不會適用在外國市

場、產生競爭劣勢(creation of a disadvantage)：包括當地政府與廠商母國政府關係

不佳，導致當地政府對於該國廠商普遍抱持不友善的態度；並且廠商容易因為不

習 慣 當 地 市 場 經 營 模 式 ， 導 致 表 現 不 佳 及 缺 少 互 補 性 資 源 (lack of the 

complementary resources)：表示廠商在海外市場缺乏關鍵性的原料以致無法達到規

模經濟或是當地缺少與廠商生產產品具有互補性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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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進行國際化勢必涉及到內部資源重新分配的課題，包括組織架構的重規

劃、人力資源配置、協調及溝通成本的增加及監控成本等等都必須為廠商所考慮；

除了上述所提的組織內部所產生的成本外，相對於未進行國際化的廠商來說，進

入海外市場確實是會增加不確定的風險，例如採行國際化策略的廠商也會面臨到

母國與地主國匯率變動所產生的匯率風險、當地政治環境是否有可能影響到廠商

在當地的營運順利與否、甚至至當地廠商對於外來廠商抱持著敵意等等，因此，

國際化廠商不是單只有享受到國際化所帶給自身的利益，同時也必須承擔相對的

成本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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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國際化程度衡量指標實証國際化程度衡量指標實証國際化程度衡量指標實証國際化程度衡量指標實証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    

一、單一構面衡量方式 

   Hitt et al. (2006)指出過去學者在國際化程度的衡量指標超過了二十多種，不

同的衡量方法可能造成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關係的實証結果不一致。 

    早期研究學者偏向使用單一構面來衡量廠商國際化程度，包括了海外資產占

總資產之比例(Foreign Asse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ts，FATA)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海外銷售量占總銷售量之比例(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FSTS)( Siddharthan and Lall, 1982)、海外員工占總員工之比例(Foreign 

Employe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mployees,，FETE)(Contractor et al., 2003)、海外

收入占總收入之比例（Foreign Revenu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evenue，FRTR）

（Riahi-Belkaoui ,1998）。 

   Dunning (1993)則根據以往學者的論點，提出六項衡量廠商國際化程度的指標： 

(1) 廠商海外子公司、本身掌握或控制海外關係企業的數目及其規模； 

(2) 本國以外，廠商在多少海外國家從事價值創造的活動； 

(3) 廠商所有分支機構，其資產、所得、營業額、員工占全公司的比例； 

(4) 管理階層或股東國際化的程度； 

(5) 高附加價值之國際化範圍，例如：廠商研發活動的國際化程度； 

(6) 廠商透過管理及影響國際化經濟活動，取得的系統性利益範圍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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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構面的指標雖然容易使用，但是這些單一構面的衡量方式則常被批評會

忽略不同廠商間國際化的異質性，因此，之後又發展了許多其他的衡量方式，像

是利用 entropy 指標像是海外子公司占總子公司的比例以及各個辦公室專職員工的

人數等來衡量廠商海外營運分散於不同區域的平均度 (Hitt et al., in press)。 

 

二二二二、、、、多構面衡量方式多構面衡量方式多構面衡量方式多構面衡量方式    

  如果只強調單一構面，可能沒辦法完全反映廠商國際化程度，並且容易因為

衡量標準的不一，不僅無法建立合宜指標並且容易造成不同的研究結果。 

  Sullivan (1994) 回顧了過去學者所提出的各種不同衡量構面並且加以整理歸

類，分成三種屬性，包括：績效 (performance) 屬性、結構 (structural) 屬性及態

度 (attitudinal) 屬性，希望能藉由採用多構面的衡量項目來提高模型對於廠商國際

化及廠商績效間的解釋能力。 

1、績效屬性 (performance dimension) 

    績效屬性主要是探討廠商的那些部分向海外移動 (what goes on overseas)。其

中常用的衡量方法包括 FSTS、研發支出密集度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廣告支出密集度 (Advertising Intensity)、出口銷售量占總銷售量的比例

(Export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 ESTS) 及海外利潤占總利潤之比例

(Foreign Profi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Profit, FPTP)，其中最常使用的國際化指標為

FSTS，主要是表達廠商對於海外市場的依賴程度。 

2、結構屬性 (structural dimension) 

    結 構屬性主 要是 探討廠 商的那些資 源 是向海外 移動 (what resourc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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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衡量方式包含海外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海外子公司數占總子公司數的

比例。 

  此外，在過去的文獻中鮮少提到利用財務面向來衡量廠商國際化程度，因此 

Hassel, Hopner, Kurdelbusch, Rehder and Zugehor (2003) 提出幾個衡量的面向包括

藉由觀察廠商的結構例如外國人所持有廠商所有權比例 (Foreign Owners as 

Percentage of Total Ownership, FOTO)、廠商股票在海外交易的國家數目(The 

Number of Listings in Foreign Stock Exchanges, FSE)以補足其他衡量方法的缺失。 

3、態度屬性 (attitudinal dimension) 

    態度屬性主要是想要了解管理階層對於國際化的態度為何 (what is top 

managemen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衡量態度屬性相對於績效屬性以及結構屬

性來說，相對比較困難，因為過去文獻並未對經理人或是廠商進行心理測量。 

  衡 量 的 方 法 包 括 管 理 高 層 的 國 際 化 經 驗  (Top Manag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MIE)，也就是藉由衡量經理人在海外就職的期間相對於總工作期間加

權以便衡量廠商的國際化程度，以及國際營運的心理分散度 (Psychic Dispersion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PDIO)，此為將位在不同心理區域內之海外子公司加總測量

而成 (喬友慶, 2003 )。比起前兩項，因為不同的年報申報標準對於廠商海外子公司

的數目不盡相同，所以，在資料正確性不完全的前提下，態度屬性的衡量方式則

相對比較主觀 (Hassel et al., 2003)。 

  Sullivan 雖提出多種廠商國際化衡量指標，但是在其研究報告中則是採以因素

分析法，選出五項指標（FSTS、FATA、OSTS、PDIO、TMIE）並將其加總，作為

廠商國際化之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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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之探討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之探討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之探討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之探討    

一一一一、、、、廠商績效衡量指標之探討廠商績效衡量指標之探討廠商績效衡量指標之探討廠商績效衡量指標之探討    

    關於廠商績效的衡量方法，基本上多以會計績效 (accounting performance 

measures)為衡量的基礎，但也有學者是採用市場績效(market-based measures)作為

衡量的方法 (Hitt et al., 2006)，會計績效因為資料取得方便與衡量標準明確，多為

學者所採用；而非財務性指標像是風險性衡量指標或者是營運績效衡量指標來評

斷廠商績效則是能夠補足財務性指標的缺失。 

  由於資料蒐集較容易，並且可以清楚表現出不同廠商的營運績效，相對客觀。

會計績效指標則可分成以下幾類： 

(一)、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 ROA)；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Net Income)÷ 資

產總額(Assets)(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Grant, 1987; Hitt et al., 1997;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Sullivan, 1994a)。 

(二)、純益率(Return on Sales, ROS)；純益率＝稅後淨利 ÷ 營業收入(Operating 

Income)(Vernon, 1971; Geringer et al., 1989; Sullivan, 1994a; Sambharya, 1995;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三)、股東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淨利÷ 股東

權益(Average Stockholders’ Equity)(Hitt et al., 1997;Grant, 1987; Qian, 1997;Han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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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實証關係  

    雖然學者大多認為國際化程度對於廠商績效有一定的影響，不過，國際化程

度與廠商績效兩者間的關聯性說法不一，一般認為國際化程度越高，廠商的績效

則會表現的越好。早期學者研究僅假設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為一正向或負向的

線性關係。 

    Vernon (1971)認為因為規模經濟以及跨國營運所帶來好處，所以國際化程度與

廠商績效有正向關係。其它學者像是 Kogut(1985)則認為因為國際化可以替廠商擴

張現有市場、分散營運風險並且增加其在市場上力量，因此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

效彼此正相關。不過，有些研究則發現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彼此為負相關 

(Fatemi, 1984)，因為當廠商海外營運銷售程度越高，經營的複雜程度也隨之提高，

加上各地區子公司需要彼此相互配合，因此國際化程度越高，廠商所面臨的障礙

也越多，造成國際化程度越高，經營績效越低。甚至有些研究發現兩者間不具有

任何關係(Siddhartan and Lall, 1982)。 

    到了近期，研究結果則假定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呈現非線性關係，像是 U

型 (Lu and Beamish, 2001; Ruigrok and Wagner, 2003)、倒 U 型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S 型(Lu and Beamish, 2004; Thomas & Eden, 

2004)等等，Lu & Beamish (2001)以中小型廠商為樣本，發現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

效呈現 U 型的關聯性，國際化初期廠商因為對於外國市場不熟悉，績效表現不佳；

隨著國際化程度增加廠商本身所具備的知識及能力也隨之增加，因此，績效逐漸

上升。然而，廠商持續國際擴張，經營成本及監督成本也會隨之增加，當廠商過

度國際化，所產生的成本甚至會超過利益，表示國際化程度並非越高越好，也就

是說，廠商無限度地海外擴張最終對於自身造成負面的影響。相關文獻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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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際化與廠商績效之實證結果比較 

實證結果 相關研究 

正向關係 

Vernon(1971)；Errunza and Senbet (1981) Kogut (1985)；

Grant (1987)；Kim and Lyn (1987)；Doukas and Travlos 

(1988)；Jung (1991)；Tallman and Li (1996)；Han et al. 

(1998)；Delios and Beamish (1999)； Siah H. A. (2007)  

負向關係 

Brewer (1981)；Siddharthan and Lall (1982)；Fatemi (1984)； 

Michel and Israel(1986)；Collins (1990)；Geringer, Tallman 

& Olsen (2000)；Denis, Denis & Yost (2002)  

Ｕ型關係 
Qian (1997)；Lu and Beamish (2001)；Ruigrok and Wagner 

(2003)  

倒Ｕ型關係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Geringer et al. (1989)；Sullivan 

(1994a)；Hitt et al. (1994)；Al-Obaidan and Scully (1995)；

Ramaswamy (1995)；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S型關係 Contractor et al. (2003)；Lu J. and Beamish P. (2004) 

沒有關係 Morck and Yeung (1991)； Kotabe et al., (2002)  

不確定 
Shaked (1986)；Buhner (1987)；Tallman and Li (1996)；Wan 

(1998) ；Geringer et al. (2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以及參考Hitt et al. (2006)；Contractor et al. (2003)； 

      喬友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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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所提到各種不同關聯性外，Contractor et al. (2003) 則整合以往各種理

論，認為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呈現「三階段 S 型」的關聯性。廠商初期國際化

與績效為負向關聯性，中期為正向關係，晚期則再度呈現負向關聯性；在本理論

中則融合了正向、負向、Ｕ型、倒Ｕ型等四種關係，如圖 2.1 所示。 

 

圖 2.1 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呈現三階段Ｓ型關聯性 

資料來源：改編自Contractor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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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績效實證關係之研究整理摘要 

作者(年代) 樣本來源 
國際化程度衡

量指標 

廠商績效衡

量指標 
實證結果 

Daniels/ 

Bracker 

(1989) 

1974-1983年 

116家美國廠商 
 FSTS;FATA ROS；ROA 

廠商國際化程度超

過50%，其與績效關

聯性由正面轉呈負

相關 

 

Geringer et al. 

(1989) 

 

  1977-1981年 

100家美國、100

家歐洲廠商 

    FSTS ROS；ROA 

當 FSTS 增 加 至 50%

之前，其與績效呈現

正向關係；當超過

50%時，FSTS與績效

呈負向關係 

Sullivan (1994) 

 

1988-1990年 

75家美國廠商 

多項指標 

(FSTS+FATA+

OSTS+TMIE+P

DIO) 

 

ROS；ROA 
 呈現倒U型關係 

 

Ramaswamy 

(1995) 

 

 

1980-1987年 

25家美國醫藥

業廠商 

    FATA 

  ROS；    

  ROA； 

  ROVA 

ROA 增 加 至 56% 、

ROS 增 加 至 82% 、

ROVA增加至64%之

前，其與績效呈現正

向關係，超過則與績

效呈負向關係 

Hitt et al. (1997) 
1988-1990年 

295家美國廠商 

 

Entropy指標 

 

ROA； 

R&A密集度 
呈現倒U型關係 

Riahi-Belkaoui 

(1998) 

 

1987-1993年 

100家美國製造

業廠商 

FSTS ROA 

當國際化於0-14%及 

超過47%時，國際化

與績效呈現負向關

係；當國際化介於

14%-47%時，國際化

與績效呈現正向關

係 

 

Gomes/ 

Ramaswamy 

1990-1995年 

95家美國廠商 

多項指標 

(FSTS+FATA 

+OCC) 

   ROA； 

OCTS 

國際化與廠商績效

在一最適水準之前

會呈現正向關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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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過最適水準之後，將

呈現負向關係 

 

Qian (2002) 

1989-1993 年

之71 家美國中

小型製造商 

 

FSTS 

 

ROS 
國際化與績效呈倒U

型相關 

   Contractor 

et al. (2003) 

 1993-1997年 

84家德國大型

製造業廠商 

FSTS+FITI+ 

OSTS 
    ROS 

呈現三階段S型關聯

性，廠商初期國際化

與績效為負向關聯

性，中期為正向關

係，晚期則再度呈現

負向關聯性 

Ruigrok, W / 

Wagner, H. 

(2003) 

1993-1997年間

84家中大型的

德國製造業廠

商 

Performance、 

Structural、 

Attitudinal 

Dimension 

Financial、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具有組織學習性的

廠商其國際化程度

越高時，績效表現也

越好 

Jane W. Lu/ 

Paul W. Beamish 

(2004) 

1489家於

1986-1997年間

有進行國際化

的日本廠商 

 

OSC、OCC 

ROA； 

Tobin’s Q 

呈現三階段S型關聯

性，廠商初期國際化

與績效為負向關聯

性，中期為正向關

係，晚期則再度呈現

負向關聯性 

Siah Hwee Ang 

(2007) 

2004年152家澳

洲及紐西蘭的

製造業廠商 

FSTS 

Net profit 

before 

abnormal 

items 

國際化程度與廠商

績效呈現正相關；國

際化廠商的績效表

現也比未國際化的

廠商來的好 

註：Entropy 指標為衡量廠商海外營運分散於不同區域的平均度；FITI 為海外所得

占總所得之比例；FSTS 為海外銷售量佔總銷售量之比例；OCC 為廠商擁有海外子

公司的國家數；OSC 為海外子公司數目；OSTS 為海外子公司占總子公司數目之比

例； R&A 密集度為研究發展費用除以營業收入淨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