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樣本描述 

本研究是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資料，係以子公司為主的資料，調查日本企

業曾經進行海外投資的資料。原先樣本有 3688 家日本母公司，18945 筆觀察值，

包含 122 個國家。扣除缺乏出資比例、時間以及母公司出資比例低於 5%以下共

4920 筆資料，可用樣本數共 14025 筆資料，包含 3488 家日本母公司，至 115 個

國家投資，其中母公司出資 95%以上的 WOS 共 6916 筆(49.3%)資料，母公司出

資 5%以上不到 95%的 JV 共 7109 筆(50.7%)資料。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係由 1995 年至 2001 年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情況，並且針

對日本投資六大區域的資料作為本研究的樣本，縮減後，包含 1676 家日本企業，

總樣本數為 3475 筆資料，至 38 個國家投資，1449 筆(41.7%)獨資事業，2026 筆

(58.3%)合資事業，整理如表二。表三是進入次數依照區域與進入年份加以分類，

我們可以發現亞洲地區觀察值佔總觀察值的 77.7%，這也是 Arregle et al.(2009)

提到為何相較其他洲而言，亞洲的分類較細(分為東亞、東南亞與南亞)。  

表 二 日本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狀況(一) 

 進入年份 

總計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股
權
狀
況 

合資 570 570 430 230 149 74 3 2026(58.3%) 

獨資 333 316 309 224 143 118 6 1449(41.7%) 

總計 903 886 739 454 292 192 9 3475 

資料來源: 東洋經濟新報社，本研究整理。 

 

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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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日本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狀況(二)  

進入年份 東亞 東南亞 南亞 歐洲 
北美自由

貿易區 
南美洲 總計 

1995 508 249 10 37 90 9 903 

1996 398 319 15 54 89 11 886 

1997 296 269 14 38 108 14 739 

1998 162 136 11 51 83 11 454 

1999 104 78 10 36 56 8 292 

2000 71 42 2 30 43 4 192 

2001 4 1 0 1 3 0 9 

總計 
1543 

(44.4%) 

1094 

(31.5%) 

62 

(1.8%) 

247 

(7.1%) 

472 

(13.6%) 

57 

(1.6%) 
3475 

資料來源: 東洋經濟新報社，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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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衡量 

一、股權策略 

    Delios and Beamish(1999)認為股權策略是指國外投資形成時，企業對該投資

股權持有程度的選擇。過去鮮少學者直接採用股權百分比作為此變數的指標，如

Delios and Beamish(1999)，將同一財閥(keiretsu)下的子企業擁有海外子公司股權

程度總和，為一連續變數；相對此種方法，大多數學者係根據股權多寡分成二到

四種不同的分類方式，分界點也不大相同，有採 95%為獨資事業與合資事業的分

界 點 ， 5% 至 95% 為 合 資 事 業 (Hennart, 1991; Stopford and Well, 1972 ; 

Gomes-Casseres, 1990)；Makino and Neupert(2000)發展兩個模型分別採用 95%與

80%作為獨資與合資的分界點；Arregle et al.(2009)採用獨資與合資的分界點為

90%。也有如 Kaynak et al.(2007)的研究一樣，依照股權多寡分成獨資事業

(wholly-owned subsidiary)、多數股權合資 (majority Joint Venture)、共同合作合資

(co-ownership Joint Venture) 、少 數股權合 資 (minority Joint Venture) 四 種。

Hennart(1991)認為將股權持有比例加以分類，是因用尺度變數來衡量股權持有程

度是不足的，因為股權持有程度還牽扯到企業控制合資事業的結果，擁有 50%

與 51%股權，對企業在控制合資事業時的意義全然不同。 

  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資料，針對日本企業於 1995 年至 2001 年於海外設立

子公司的資料加以處理，本研究選擇與 Hennart(1991)及其他學者相同的分類方

式，分別以 95%與 5%作為獨資事業與合資事業的分界，將獨資事業編碼為 1，

合資事業編碼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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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數 

A. 地主國經驗 

  如同假設所定義的地主國經驗，企業在特定地主國經營所獲得的經驗，是

專屬於當地市場的知識。過去的學者採用的指標有的以子公司在地主國經營的

時間計算，以年為單位，如 Delios and Beamish(1999)、Delios and Henisz(2003)

及 Arregle et al.(2009)；如 Hennart(1991)與 Makino and Delios(1996)則是以母公

司在地主國的經營時間計算，以年為單位；也有以先前在特定地主國設立的子

公司數為指標，如 Chetty et al.(2006)。 

  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資料，針對日本企業於 1995 年至 2001 年於海外設

立子公司的資料加以處理，利用三種不同的指標，其一、如 Hennart(1991)等學

者所使用，利用先前日本企業在特定地主國經營的年數取自然對數作為地主國

經驗的指標；其二、如 Chetty et al.(2006)所使用企業在特定地主國經營的子公

司數，取自然對數做為指標；其三、資料中 60.5%的日本海外子公司，設立之

前，母公司並無當地地主國經驗，因此，我們也利用虛擬變數做為指標，地主

國經營年數大於或等於 1 年，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 

B. 區域經驗 

  過去的文獻中，對於區域的定義尚未具有共識，有的學者乃利用社會文化、

語言做為區域分類標準，如 Eriksson et al.(2000)發現來自不同文化群(culture 

clusters)的國際化經驗對於制度知識(institutional knowledge)的累積具有正面的

效果；也有學者是利用地理距離做為分類標準，Rugman and Verbeke(2005)認為

相對於全球而言，一個區域係由一群地理位置相近且經濟與制度環境相似的國

家所組成。Arregle et al.(2009)認為，依據地理位置概念劃分區域主要是想強調

這群國家之間地理連貫性與相似性。如 Ghemawat(2003)實證發現，此種透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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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近因素有助刺激國際貿易與投資甚至這些國家的管理實務將趨於一致。 

    由於知識傳遞的特性，本研究將根據地理位置的遠近劃分區域，隱含區域

之間難以傳遞知識，區域內知識傳遞容易(Arregle et al., 2009)，但亦需考量經濟

區域的整合，因此 Arregle et al.(2009)利用聯合國統計司(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NSD)提出 19 個區域分類，並分為 6 個區域，前四個依照聯合國統

計司的分類，依序為歐洲(包含西歐、南歐與北歐)、東亞(鄰近中國的國家)、南

亞(鄰近印度的國家)、東南亞(中國以南，印度以東的國家)；還有北美自由貿易

區(北美、墨西哥、加拿大)，考慮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造成該區整合的影響(Arregle 

et al., 2009)；以及南美洲(包含南美國家與中美洲兩個國家)，區域分類整理如表

四。其中該作者認為東歐國家(共 52 筆)由於在 1996 至 2001 年的研究期間區域

疆界不穩定需要被剔除，在本研究中，1995 年至 2001 年，日本企業於中東地

區、大洋洲、非洲以及中美洲等地的海外直接投資數目有限(共 208 筆資料)，

因此亦將這些資料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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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區域分類方法 

區域 國家 

東亞 

(1570 個海外子公司) 
中國、台灣、澳門、香港、南韓、蒙古。 

東南亞 

(1120 個海外子公司) 

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汶萊、越

南、緬甸。 

南亞 

(63 個海外子公司) 
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 

歐洲 

(271 個海外子公司) 

英國、荷蘭、法國、德國、瑞典、比利時、葡萄牙、

西班牙、義大利、芬蘭、奧地利、希臘、挪威、丹麥、

愛爾蘭、瑞士、盧森堡。 

北美自由貿易區 

(498 個海外子公司) 
加拿大、美國、墨西哥。 

南美洲 

(62 個海外子公司) 

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秘魯、

智利、巴西、阿根廷、巴拿馬、玻利維亞、巴拉圭。 

共計 3584 個海外子公司 

子公司個數資料來源 東洋經濟新報社 

  資料來源: Arregle et al.(2009)，本研究整理。 

  近來少數學者漸漸考量企業在區域內經營的效果，只是尚未考慮經營效果

對於企業下次的進入模式的影響。Meyer(2000)研究中的區域經驗，針對東歐區

域經驗對於下次進入模式的影響，採用東歐事業的人員流動率與總人員流動率

的比例作為指標；Arregle et al.(2009)則是利用企業先前 6 年所有設立 10%以上

股權持有海外子公司於同一區域的個數作為區域經驗的指標。 

  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資料，針對日本企業於 1995 年至 2001 年於海外設

立子公司的資料加以處理，本研究採用 Arregle et al.(2009)的區域分類，計算企

業在該區域經營的年數與子公司個數，取自然對數做為指標。 



 

38 
 

C. 國際化經驗 

  如同假設所提的國際化經驗定義一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經營所獲得的經

驗知識，使企業得以領略較為靈活的管理技巧作為下一次選擇進入模式的影響

因素之一。過去的學者如 Arregle et al.(2009) 與 Delios and Henisz(2003)係以各

子公司經歷年數加總為指標；或是 Erramilli(1991)以利用服務業廠商先前進軍

國際累積的年數；或 Meyer(2001)是採國外員工數佔全部員工總數的百分比來

衡量國際化經驗；Delios and Beamish(1999)則是採用海外直接投資個數作為研

究國際化經驗指標。 

  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資料，針對日本企業於 1995 年至 2001 年於海外設

立子公司的資料加以處理，採用從企業一進入國際市場開始累計的年數，並取

自然對數，以反應企業由先前經驗學習的程度，學習曲線呈現遞減(Erramilli, 

1991)。 

D. 先前模式經驗 

  先 前 研 究 因 為 研 究 方 法 與 目 的 與 本 研 究 有 所 不 同 ， Nadolska and 

Barkema(2007)是用國際併購、國內併購與國外合資事業的個數作為三個先前模

式經驗的指標。Gao et al.(2008)則是利用一般進入經驗與特定模式進入經驗兩

種經驗個數的累加來說明經驗對於企業績效的影響。Mani et al.(2007)也是利用

企業先前採用獨資事業的個數作為指標。 

  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資料，針對日本企業於 1995 年至 2001 年於海外設

立子公司的資料加以處理，避免母公司的規模會影響到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次

數，因此採用「先前合資事業個數／先前總投資次數」，以先前成立合資事業的

比例作為先前模式經驗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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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數 

A. 子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對於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有顯著的影響( Nadolska and 

Barkema, 2007)，由於公司規模越大代表企業擁有更多的資源可以進行海外擴

張，此時企業可能會偏好選擇獨資事業；相對的，海外子公司規模越大也會造

成企業在投資時，偏好選擇合資事業作為進入模式 (Gomes-Casseres, 1990; 

Kaynak et al., 2007; Chang and Rosenzweig, 2001)。對於公司規模在指標上的選

擇，在過去的文獻中主要是採用三種方式，一種是以母公司員工或是年度銷售

額 作 為 指 標 ， 如 Kogut and Singh(1988) 、 Erramilli(1991) 、 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Mayer(2001) 、Mani et al.(2007)、Arregle et al.(2009)；一種

是以子公司與母公司的員工相對比例作為指標，如 Hennart and Park(1993)、

Delios and Beamish(1999)、Makino and Neupert(2000)、Delios and Henisz(2003)；

或以子公司員工或資產作為指標，如 Gomes-Casseres(1990)係以子公司資產一

千萬美元為分界的二元變數，Kaynak et al.(2007)則是利用投資子公司總金額作

為規模，Gao et al.(2008)則是利用子公司總資產做為指標。 

  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資料，針對日本企業於 1995 年至 2001 年於海外設

立子公司的資料加以處理，本研究則是採用子公司員工數作為該項的指標，取

自然對數，並且預期當海外子公司的規模越大，企業將會偏好選擇合資事業。 

B. 政府清廉度 

  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提及投資風險包含了當地政府將會干涉回國

的利潤或是對外國企業資產的控管，以及破壞當地政府國際貿易投資政策的風

險。也就是說，當地主國的政治制度越紊亂的時候，在企業有強烈進入該市場

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當地政府干預經營，確保營運風險極小的情況下，會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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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資事業。 

  本研究選擇採用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全球貪腐

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排名作為指標，截取 1995 年至 2001

年的資料。該組織自 1995 年開始，每年均會公布全球貪腐印象指數排名。根據

台灣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Chinese Taipei)定義如下： 

『貪腐印象指數乃針對世界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進行評

比。該指數旨在探測人們對於各國公務人員與政治人物貪

腐程度的實質感受。指數滿分是 10 分，分數越高越清廉。

該組織對於「貪腐」的定義係指「濫用公職謀取私利」。』 

  國際透明組織認為之所以不用實證資料來比較不同國家的貪腐程度，是因

為在實證上有所困難，因此，貪腐印象指數根據那些曾經或最可能遭受貪腐之

害的對象，調查他們的認知與感受。根據台灣透明組織的網站提到，貪腐印象

指數所採用的分項指標主要是來自問卷的形式，網站揭示內容如下： 

「詢問受訪者有關濫用公權力謀取私人利益的問題，側重於

公務人員在採購的過程中是否接受賄賂，但這些問題並沒有

細分是行政貪腐或政治貪腐原因所致，也沒有區別貪腐案件

的大小。」 

C. 經濟自由度 

  當地主國的經濟自由越高，越能表示當地的各類與商業息息相關的環境十

分適合投資，對當地政府而言，國外企業與當地企業的待遇所差無幾，也就是

說，企業無須藉由合資事業來減免設立子公司額外的成本，此時企業將會偏好

選擇獨資事業。 

  經濟自由指數是由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與美國傳統基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parency_International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parency_International
http://online.ws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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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年度報告，根據他們對於經濟自由的

定義如下：  

「經濟自由是每個人類得以控制自己勞力與權利的基

本權利。在經濟自由的社會，個人受到政府的保護得

以自由工作、生產、消費與投資。政府也會允許勞動、

資本與商品自由移動，除了必要情況之外，政府將會

抑制高壓政治以及避免限制自由的情況發生。」  

  該指數由十個構面來衡量經濟自由，各構面的分數由 0 到 100，

分數越高代表經濟自由程度越高，最後由十個構面以相同權重平均後

給 予 每 個 國 家 經 濟 自 由 程 度 的 分 數 ， 此 十 個 構 面 分 別 有 ： 營 業 自 由

(Business Freedom)、貿易自由(Trade Freedom)、財政自由(Fiscal Freedom)、政

府規模(Government Size)、貨幣自由(Monetary Freedom)、投資自由(Investment 

Freedom)、金融財務自由(Financial Freedom)、智慧財產權(Property rights)、清

廉自由(Freedom from Corruption)、勞動自由(Labor Freedom)。本研究便是採用

1995 年至 2001 年，經濟自由指數的綜合指標作為經濟自由度的指標。 

D. 地主國生活水準 

  企業若想在特定地主國投資的時候，地主國每人國民生產毛額隱含市場潛

力的象徵，如 Dowell and Lillaly(2009)利用 GDP 作為市場潛力的指標，表示該

地主國值得企業進行大規模的投資，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認為在高市

場潛力的國家中，相對於非投資模式(non-investment mode)，企業可利用投資模

式達成規模經濟的機會獲得低的生產成本，以獲得長期的利潤；Arregle et 

al.(2009)則是採用 GDP per capita；Delios and Henisz(2003)利用購買力調整 GDP 

per capita 作為指標。也就是說，地主國的 GDP per capita 越高，表示這個國家

的生活水準越高，企業如欲獲得最大利潤，則會選擇獨資事業。 

http://www.herita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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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根 據國 際貨幣基金的 世界 經濟展望資料 庫 (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 database)提供由 1970 年至 2003 年各國的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中，擷取 1995 年至 2001 年的資料作為指標。各變數衡量整理，

如下表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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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變數衡量彙整總表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變數衡量方法 變數指標 資料來源 

依
變
數 

股權 

策略 

日本企業對海

外子公司的股

權持有程度。 

股權持有程度介於 5%-95%

為合資事業；不小於 95%為

獨資事業。為一二元變數。 

獨資=1 

合資=0 
東洋經濟新報社 

自
變
數 

地主國 

經驗 

日本企業對特

定地主國經營

的知識累積。 

日本企業自第一次在特定地

主國經營後，累積的年數、

個數，並取自然對數，還有

虛擬變數。 

ln(year) 

ln(pre#) 

dummy 

東洋經濟新報社 

區域 

經驗 

日本企業對於

特定區域經營

的知識累積。 

日本企業自第一次在特定區

域經營後，累積的年數與個

數，取自然對數。 

ln(year) 

ln(pre#) 
東洋經濟新報社 

國際化 

經驗 

日本企業對國

際間經營管理

的知識累積。 

自日本企業第一次進行海外

投資後累積至特定子公司成

立年數，取自然對數。 

ln(year) 東洋經濟新報社 

先前模式

經驗 

日本企業從先

前進入模式學

習特定進入模

式的知識。 

企業在成立特定子公司時，

先前設立合資事業佔總海外

直接投資數的比例。 

preJV #/ 

total # 
東洋經濟新報社 

控
制
變
數 

子公司 

規模 

日本企業設立

海外子公司的

規模大小。 

日本企業海外子公司員工

數，並取自然對數。 
ln(subsidiary 

employee) 
東洋經濟新報社 

政府 

清廉度 

地主國政府的

清廉程度。 

國際透明組織發展的全球貪

腐印象指數。分數越高表示

地主國政府越清廉。 

CPI scores 國際透明組織 

經濟 

自由度 

地主國經營相

關政經制度的

開放程度。 

由 華 爾 街 日 報 與 美 國 傳

統 基 金 會 發 展 的 經 濟 自

由指數。分數越高表示地

主國的經濟自由度越高。 

scores of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經濟自由指數 

地主國生

活水準 

地主國生活水

準。 

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全球

經濟展望資料庫提供地主國

的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 in 

U.S. dollars 

國際貨幣基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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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 

由於股權持有程度若用區間尺度衡量不足以說明企業對於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態

度，因此我們將使用二元 logistic 迴歸模型來衡量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關係，

該模型的基礎公式如下： 

)(
1

1
)|1(

ixii
e

xy



  

其中 yi 為依變數，xi 為第 i 項自變數的觀察值，是一由變數 xi 構成的非線性函數。

王濟川、郭志剛(2003)將此機率與企業因為自變數的原因而選擇合資事業的機率

相除可得事件的發生比(the odds of experiencing an event)，該發生比勢必大於 0

且沒有上限，再取自然對數轉換，用以解釋企業會因為自變數的關係而增加多少

採用獨資事業或是合資事業的機率，若自變數的係數為正向，表示該自變數將會

提升企業選擇獨資事業的可能性。該模型將可表達成為下述公式： 

i

i

i x
p

p
 









1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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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結果分析  

本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旨在說明資料的敘述性統計，呈現資料的特性；第二

部份，變數之間相關性分析；第三部分則是利用 Logistic 迴歸模型驗證國際經驗

對日本企業對海外子公司股權持有程度的實證結果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 

  為了讓資料更容易閱讀，雖然實證結果中有些變數是利用自然對數轉換，但

是在此我們呈現原始變數的資料，本研究樣本敘述統計量整理如表六。日本企業

的持股比例最小值為 5%，最大值為 100%。自變數方面，日本企業在地主國經

營的年數，平均值為 4.65 年，標準差為 9.23 年；日本企業在各區域經營的年數，

平均值為 9.94 年，標準差為 12.157 年；日本企業在國際上從事活動的年數，平

均值為 18.07 年，標準差為 15.537 年；日本企業先前模式採用合資事業的比例平

均值為 0.43，標準差為 0.353。 

  地主國經驗與區域經驗的最大值皆發生在三菱麗陽株式會社(Mitsubishi 

Rayon Co., Ltd.)於 1996 年所設立的泰國子公司，先前已在該國經營 63 年，在東

南亞區域，泰國是該企業第一個設立子公司的國家，期間也有在該區域其他國家

設立公司，該企業在東南亞區域也已經營 63 年，對於該子公司是利用合資事業

做為進入模式。國際化經驗的最大值則是發生在三菱製紙株式會社(Mitsubishi 

Paper Mills Limited)於 2000 年在南美洲厄瓜多爾的子公司，在該國或是該區域先

前沒有任何經驗，三菱製紙株式會社對於該子公司是利用合資事業進入該市場。 

  從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至國際化經驗的年數漸漸變多，主要是來自於在資

料處理上，在區域經營的年數有一部份是由在地主國經營的年數所貢獻，日本企

業平均上在區域經營的年數跟在地主國經營的年數還是有差距的，至於國際化經

驗則是根據只要企業在國外活動開始，便開始計算國際化的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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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變數方面，子公司員工數最大值為 5523 人，發生在松岡公司(matsuoka 

corporation)1999 年於上海投資的上海茉織華公司，業別為纖維業，松岡公司對

該子公司採合資事業的進入模式。全球貪腐知覺指數越高表示政府越清廉，分別

於 1998 與 1999 獲得 10 分的丹麥，SMC 公司(SMC Corporation)與豐田汽車公司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進入該國家皆採獨資事業做為進入模式。經濟自由度

最小值(38.598 分)與最大值(90.512 分)分別發生在 1997 年越南與 1996 年香港。

地主國最大值(36782.4)與最小值(357.5)分別發生在 1998 年越南與 1998 年瑞士。 

表 六 敘述性統計 

敘述性統計量(Descriptive Statistics) 

變數 定義 樣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日本企業持股比例 Ownership Level 3584 5 100 72.017 28.506 

地主國經驗 

Year 3584 0 63 4.65 9.23 

Pre # 3584 0 36 1.54 3.908 

Dummy 3584 0 1 0.4 0.489 

區域經驗 
Year 3584 0 63 9.94 12.157 

Pre # 3584 0 54 4.28 8.62 

國際化經驗 Year 3584 0 201 18.07 15.537 

先前模式經驗 PreJV # / Total # 3584 0 1 0.43 0.353 

子公司規模 
Subsidiary 

Employee 
3475 0 5523 127.8 316.180 

政府清廉度 CPI scores 3584 1 10 4.594 2.413 

經濟自由度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3584 38.598 90.512 64.961 12.498 

地主國生活水準 
GDP per capita in 

U.S. dollars 
3584 357.5 36782.4 10426.3 1210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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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分析 

  各變數之間的相關性整理如表七。 

  由表七可知，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以及國際化經驗三者具有高度相關且相

關係數皆超過 0.5，但是正如同第三章研究假設提及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與國

際化經驗之間的關係為一同心圓，也就表示地主國經驗將會幫助區域經驗的累

積，地主國經驗與區域經驗幫助國際化經驗的累積。為了區分出各種國際經驗對

於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淨效果，將三種國際經驗放在同一模型中加以檢驗，因此

三種國際經驗之間的高度相關是可被預期的。 

  另一方面，經濟自由度、政府清廉度與地主國生活水準三者之間也具有高度

相關，其可能原因來自於經濟自由指數內的指標隱含其他兩者，該指數中十個構

面中有財政自由 (Fiscal Freedom)、政府規模 (Government Size)與清廉自由

(Freedom of Corruption)，前兩個構面有利用各國的 GDP 建立構面，第三個構面

則是直接採用與本研究相同的全球貪腐指數。但由於本研究放入此三個控制變數

主要是因為希望藉由分別控制經濟、制度以及市場潛力三種不同地主國的環境，

避免遺漏其中一控制變數而影響自變數與依變數的淨效果。 

  由於自變數之間具有高度相關，為了避免整體模型的估計有所偏誤，我們利

用容忍度(tolerance factor)以及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 VIF)兩個

指標，檢驗自變數之間的共線性程度，一般以容忍度小於 0.1 或是 VIF 大於 10

做為判定高度多重共線性的標準。由表八可知，各類國際經驗的 VIF 皆在 3 左

右，表示這些國際經驗對於企業在股權狀況(即選擇獨資或合資)的解釋能力難以

被其他變數取代。而對於政府清廉度與地主國生活水準兩個控制變數，VIF 分別

為 9 跟 8，尚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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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 相關矩陣(correlation matrix)  

Correlation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股權狀況 1 
           

2 區域經驗-year -0.08  1 
          

3 區域經驗-pre# -0.09  0.90  1  
         

4 地主國經驗-year -0.05  0.64  0.68  1  
        

5 地主國經驗-pre# -0.11  0.63  0.75  0.90  1  
       

6 地主國經驗-dummy -0.07  0.59  0.68  0.93  0.93  1  
      

7 國際化經驗-year -0.04  0.75  0.73  0.56  0.55  0.52  1  
     

8 先前模式經驗 -0.19  0.41  0.45  0.35  0.38  0.37  0.45  1  
    

9 子公司規模-員工人數* -0.34  0.10  0.14  0.08  0.15  0.13  0.07  0.11  1  
   

10 政府清廉度 0.35  0.00  -0.05  0.07  -0.04  -0.02  0.06  -0.05  -0.48  1  
  

11 經濟自由度 0.32  -0.03  -0.08  0.03  -0.10  -0.07  -0.01  -0.09  -0.45  0.80  1  
 

12 地主國生活水準 0.37  -0.01  -0.08  0.07  -0.07  -0.04  0.02  -0.07  -0.48  0.88  0.88  1  

*表示該變數取自然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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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 共線性統計量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Variables Tolerance VIF 

區域經驗-year 0.31 3.21 

區域經驗-pre# 0.31 3.18 

地主國經驗-year 0.35 2.85 

地主國經驗-pre# 0.37 2.73 

地主國經驗-dummy 0.52 1.94 

國際化經驗-year 0.40 2.51 

先前模式經驗 0.81 1.23 

子公司規模-員工人數* 0.76 1.32 

政府清廉度 0.11 9.17 

經濟自由度 0.31 3.21 

地主國生活水準 0.12 8.34 

   *表示該變數取自然對數 

三、實證結果分析 

  在檢驗完各自變數間的共線程度後，本研究為了確保整體模型的穩健性

(Robustness)，分別將各類國際經驗放入模型中，結果顯示大致上各類國際經驗

對企業海外進入模式有顯著的影響，只有國際化經驗的影響不顯著。本研究將利

用整體模型來檢驗先前的假設，利用自變數不同指標的組合，建構 Model 1 至

Model 4，結果整理如表九。 

    在採用 Model 1 至 Model 4 之前，這些模型必須通過 Hosmer-Lemeshow 檢

定，虛無假設為自變數與依變數的機率比呈現線性關係，在顯著水準為 0.01 的

情況下，四個模型將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資料適合利用 logistic 迴歸模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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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在通過適合度檢定的前提下，接著將逐一分析各假設是否得以獲得實證結果

的支持。 

  關於地主國經驗的假設(H1)，我們認為企業在地主國經營時，勢必會面臨來

自公部門的法律規範以及制度環境或是其他市場的問題，當企業透過在當地經營

獲得經營相關的經驗知識時，在降低不確定性後，合資事業所提供的資源誘因降

低，企業將偏好選擇獨資事業，以避免合資企業所帶來的問題。但是根據 Model 

1 至 Model 4，我們發現四個模型中，不同的指標皆指出地主國經驗與日本企業

持股策略之間乃是負向關係，在 Model 1 至 Model 3 中，地主國經驗 P 值至少在

0.05 的顯著水準情況下顯著，意即日本企業擁有越豐富的地主國經驗，對於地主

國的經營環境越了解，日本企業在特定地主國市場將會越偏好選擇合資事業。此

實證結果與本研究先前提出的假設背道而馳。 

  至於區域經驗的假設(H2)，先前提及藉由地域相近劃分區域內的國家，在制

度與經濟環境上具有一致性，以及區域內企業傳遞知識容易，且有助了解整個區

域環境概況，當日本企業欲進入區域內經營，若擁有豐富的區域經驗，該經驗將

會幫助日本企業了解在該區域經營所面臨的環境，降低經營的不確定性，此時日

本企業將會偏好採用獨資事業。根據 Model 1 至 Model 4，與地主國經驗相同，

區域經驗與日本企業的持股策略具有負向的關係，也就是說，當日本企業擁有越

多特定區域經驗時，日本企業下一次進入同一區域將會偏好選擇合資事業做為進

入模式。在這四個模型當中，Model 1 與 Model 3 兩個模型的區域經驗變數皆不

顯著，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來自於高度共線性導致區域經驗對於日本企業持股策

略的解釋能力被國際化經驗與地主國經驗弱化了。 

  而在 Model 2 中，我們發現區域經驗與地主國經驗兩者在顯著水準至少為 0.1

的情況下同時顯著，表示對於日本企業持股策略而言，在地主國經驗的效果之

上，亦存在著區域經驗的效果。但是區域經驗對於日本企業的持股策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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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如本研究先前對於區域經驗的假設一樣，實證結果顯示日本企業擁有越多的

區域經驗，越會採用合資事業做為進入模式。 

  有關國際化經驗(H3)的假設，提及國際化經驗越多，日本企業將能夠透過國

際經營活動學習更多靈活的管理技巧，在不需夥伴提供管理當地人才的方法下，

日本企業將會偏好獨資事業。根據表九可知，正如本研究的假設一般，不管地主

國經驗或是區域經驗採取何種指標，在 Model 1 至 Model 4 四個模型中，國際化

經驗的 P 值皆全部顯著小於 0.01，國際化經驗在模型中的係數為正向，表示日本

企業的國際化經驗越豐富，日本企業在投資海外市場時會更願意採用獨資事業。 

  先前模式經驗的假設(H4)告訴我們，當企業從越多的合資事業中學習如何避

免合資事業所帶來的成本與風險時，企業將會偏好選擇合資事業，也就是本研究

預期企業的先前模式經驗與日本企業的持股策略的關係為負向，根據 Model 1 至

Model 3 可知，先前模式經驗的 P 值皆全部顯著小於 0.01，先前模式經驗在模型

中的係數為負向，表示企業有越豐富的先前模式經驗將會越可能選擇合資事業。 

  如同先前提及 Erramilli(1991)的研究發現，美國服務業廠商的國際經驗與海

外進入模式之間具有 U 字型的關係。本研究認為先前表九呈現出的結果可能並

非是較佳的結果，有可能是 U 字型中曲線關係的其中一段，為了確認表九的結

果可信，表十的 Model 5 至 Model 8 將檢驗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以及國際化經

驗三者是否具有 U 字型的關係。 

  根據表十可知，三種國際經驗與日本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關係如圖二，為一

倒 U 字型的關係，此種結果與 Erramilli(1991)的研究發現有所不同。由 Model 5

至 Model 7 三個模型的表現可知，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和國際化經驗三者分別

皆與企業進入模式之間具有倒 U 字型的關係，表示企業擁有越少地主國經驗或

越多地主國經驗的時候，在進入特定地主國時會選擇合資事業；企業擁有越少區

域經驗或越多區域經驗的時候，在進入特定區域時會選擇合資事業；同樣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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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擁有越少的國際化經驗或越多的國際化經驗，企業會選擇合資事業做為海外

進入模式，也就是說，企業於國際化的早期與晚期會選擇合資事業做為進入模

式。Model 8 則是將所有的經驗放入同一模型中，且所有變數至少都在顯著水準

為 0.1 的情況下顯著。結合表九與表十的實證結果，顯示部分結果支持地主國經

驗與區域經驗的假設，並且強化本研究對於國際化經驗的假設。 

  在控制變數方面，除了經濟自由度以外的三個控制變數，在 Model 1 至 Model 

8 八個模型中，對於日本企業持股策略皆具有顯著的效果。公司規模的係數為

負向，表示當子公司規模越大越使得日本企業選擇合資事業作為進入市場的方

式；政府清廉度越高，表示企業越不用耗費額外的成本與政府打交道或是需要

透過合資夥伴與政府溝通，該項係數為正向，表示政府清廉度越高，企業越偏

好採用獨資事業作為進入模式；地主國生活水準越高，地主國人民所擁有的資

產越多，市場潛力越高，越能吸引日本企業進入該市場發展，以高度控制的方

式，以獲取利潤極大，該係數為正向表示當地主國生活水準越高日本企業越偏

好採用獨資事業進入市場。 

  與本研究原先預期相反，經濟自由度越高的國家反而日本企業越偏好合資事

業。背後的原因可能由於經濟自由度越高的國家，國家對於海外投資事業的態度

越開放，雖然不會對外來企業的持股有所限制，但是經濟自由度高的國家卻會造

成市場高度競爭或是晚進入該市場應得而未得的高利潤，此時日本企業將會偏好

採用合資事業，得以快速進入該市場，或是降低高競爭狀況帶來虧損的風險。在

八個模型中，該控制變數的方向與我們原先預測的方向是相反的，且在顯著水準

為 0.1 的情況下，只有在 Model 2、Model 與 Model 8 三個模型中，經濟自由度

對於企業海外進入模式有顯著的影響，其他模型則不顯著。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

來自於高度共線性，該控制變數的解釋能力已被政府清廉度和地主國生活水準所

稀釋，造成經濟自由度沒有顯著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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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二 日本企業與海外進入模式之間的倒 U 字型關係 

  實證結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地主國經驗的假設與區域經驗的假設，但是日本企

業發生倒 U 字型的後半段負斜率的線段，是本研究值得探討的地方。在倒 U 字

型的前半段正斜率的線段中，正斜率線段隱含日本企業一開始進入國際市場時，

在沒有任何國際經驗的情況下，會因為進入國外市場產生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缺

乏中間投入的管道如管理能力、自然資源等，因而選擇合資事業做為起初國際市

場的進入模式。隨著國際經驗的累積，日本企業發現透過在地主國或是區域經營

所累積的經驗知識，能夠取代合資事業夥伴的能力時，當確信這些經驗對於子公

司的營運有所幫助之後，日本企業將會選擇獨資事業做為未來的進入模式，藉以

取得大部分的控制權與營收利潤。 

  而在日本企業與國際經驗的關係之所以會被發現倒 U 字型的後半段負斜率

的線段，本研究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得以解釋日本企業的行為，解釋何以在一定

程度的國際經驗下，持續累積國際經驗後，企業將會選擇合資事業做為海外進入

模式。基於累積一定程度的國際經驗之後，日本企業面臨進入國際市場時，不再

是因為缺乏資源而被迫選擇合資事業做為進入模式，可能是與日本國家文化的特

性與國際企業本身透過經驗累積的能力有所關聯，才會偏好選擇合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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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一 ， Hall(1987) 認 為 日 本 、 阿 拉 伯 與 地 中 海 國 家 皆 屬 高 情 境 文 化

(High-Context Culture)，訊息主要來自於非口語行為或非文字上的溝通，較少來

自直截了當的訊息。且在日本的人際關係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建立，是一將許

多日本人緊密結合在網絡內的等級制度，而此種關係也將反映在日本企業與夥伴

企業之間的關係上。正如 Hall(1959)提到的友誼的語言(Language of Friendships)，

國外企業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日本企業建立關係，等到日本企業認為國外夥伴企

業值得信任才會願意與其成立合資事業，但是根據高情境文化的特性，此種信任

關係必須發展一段時間才得與日本企業有更深一步的合作，所以日本企業在特定

地主國成立合資事業之前，會透過在地主國經營的時間，與當地企業進行合作或

是有生意上的往來，透過長時間的考驗，挑選適合的企業作為合資夥伴。 

  其二，根據 Hofstede(1980)調查 69 個國家中提出文化的五個構面中，日本的

風險趨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分數為 92，屬高度風險趨避的國家，

該指數指出文化將會影響人們對於不確定的狀況有不同的感覺，不確定狀況是指

新奇的、未知的且不同以往的狀況，如嚴峻的法律制度、安全與保障等。不確定

性趨避的文化會試著極小化這類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相較於獨資事業所需高度資

源投入，所隱含的就是高利潤所帶來的高風險，對於日本企業而言，相較於合資

事業，獨資事業可能是一次佳選擇。但是上面這句話的但書必須是日本企業在挑

選過程中能夠選擇適合的夥伴，才能降低合資事業帶來的不穩定性。夥伴的挑選

對於合資事業而言，是一項挑戰，對於當地企業的不了解，可能會造成合資事業

的失敗，這些問題可能是來自母國與地主國之間的文化差異衍生的管理問題或是

兩者的經營目標是不一致的。擁有的國際經驗越多，對於日本企業而言，了解經

營環境，降低環境帶來不確定性的目的可能是其次，反而是了解在特定區域或地

主國選擇夥伴需要重視的是哪些條件，才能讓下一次進入特定地主國或特定區欲

的事業成功，例如在高度限制外資的環境下，日本企業需要的夥伴可能是與當地

政府有高度聯繫的當地企業，以疏通日本企業在當地經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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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Inkpen and Beamish(1997)認為企業間的議價力、企業的知識以及合資

事業的不穩定性三者兩兩相關，表示當國際企業累積當地經營相關的知識經驗

後，當地夥伴所能提供的優勢漸漸減弱，國際企業將握有掌控權，其後國際企業

在面臨低不確定性時可以選擇獨資事業以獲取最大利潤，但是國際企業其後若繼

續與地主國當地企業交涉，國際企業議價力的提升，將有助於國際企業以較優渥

的條件成立合資事業，較低的風險獲取較多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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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 國際經驗對企業國外市場進入模式的效果(一) 

  變數名稱 定義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自
變
數 

地主國經驗 ln(year) -0.116*** -0.09** 
  

ln(pre#) 
  

-0.264*** 
 

dummy 
   

-0.022 

區域經驗 ln(year) -0.05 
 

-0.036 -0.104** 

ln(pre#) 
 

-0.116* 
  

國際化經驗 ln(year) 0.261*** 0.264*** 0.262*** 0.256*** 

先前模式經驗 preJV #/ total # -1.446*** -1.419*** -1.406*** -1.466*** 

       

控
制
變
數 

子公司規模 -0.27*** -0.27*** -0.269*** -0.274*** 

政府清廉度 0.094** 0.098** 0.095** 0.096** 

經濟自由度 -0.009 -0.009* -0.01* -0.008 

地主國生活水準 0.00004*** 0.00004*** 0.00004*** 0.00004*** 

 

截距項(constant) 0.427 0.42 0.521 0.448 

模
型
統
計
量 

 Wald test 785.791*** 788.114*** 795.11*** 778.731*** 

 Correct rate 71.88% 72.09% 72.3% 71.51% 

 -2 Log likelihood 3935.33 3933.007 3926.014 3942.390  

 Nagelkerke R
2
 0.27  0.27  0.28  0.27  

適
合
度 

 Hosmer-Lemeshow test 17.287** 15.991** 14.638* 13.7* 

***表示 P 值小於 0.01 的顯著水準； 

**表示 P 值小於 0.05 的顯著水準； 

*表示 P 值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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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國際經驗對企業國外市場進入模式的效果(二) 

 
  定義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自
變
數 

地主國經驗 ln(year) 0.308*** 
  

0.252* 

  [ln(year)]
2
 -0.155***     -0.101** 

區域經驗 ln(year) 
 

0.499*** 
 

0.244* 

  [ln(year)]
2
   -0.180***   -0.081* 

國際化經驗 ln(year) 
  

0.532*** 0.778*** 

  [ln(year)]
2
     -0.150*** -0.153*** 

先前模式經驗 preJV #/ total #       -1.631*** 

控
制
變
數 

子公司規模 -0.272*** -0.277*** -0.280*** -0.278*** 

政府清廉度 0.096** 0.108** 0.110** 0.091* 

經濟自由度 -0.004  -0.006  -0.007 -0.01* 

地主國生活水準 0.00004*** 0.00004*** 0.00004*** 0.00005*** 

  截距項(constant) 0.030  0.120  0.016 0.300  

模
型
統
計
量 

Wald test 674.162*** 678.829*** 669.576*** 843.955*** 

correct rate 71.8% 71.8% 71.3% 73.0% 

-2 Log likelihood 4046.958 4042.291 4051.545 3877.166 

Nagelkerke R
2
 23.73% 23.88% 23.59% 29.02% 

適
合
度 

Hosmer-Lemeshow test 22.691*** 29.364*** 22.643*** 9.272 

***表示 P 值小於 0.01 的顯著水準； 

**表示 P 值小於 0.05 的顯著水準； 

*表示 P 值小於 0.1 的顯著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