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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國際化相關理論 

一、國際化之定義 

「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一詞最早係由 Vernon（1966）根據生

命週期理論的概念發展而來，Vernon 認為企業國際化過程是一個連續性的

階段，從產品一開始的發展，到透過出口銷售至國外，以及最後在海外子

公司生產，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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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tak（1990）認為國際化企業活動為私人或公營企業之商業活動，

包含資源、財貨、勞務、服務及技巧在國與國之間流動。而 Deresky（1994）

認為企業為因應國際上的競爭、國內市場飽和、擴充意圖、新市場開拓和

多角化，一種漸漸改變的過程，即為國際化。此一過程最初是以出口、授

權、特許的取得等方式來進行，逐漸的再從合資，或是建立海外服務據點、

生產據點、裝配工廠來因應國際上的競爭，或是以擴展市場來進行國際

化。雖然大部分學者對國際化的定義並非完全相同，但都認同國際化是廠

商在其各種營運活動往國外發展的一種行為；而 Annavarjula & Beldona

（2000）在回顧國際化相關定義之文獻，認為可從以下三個觀點來定義廠

商的國際化：分別是海外生產（Operations）的觀點、擁有（Ownership）

海外資產的觀點，以及管理風格、策略及結構是否傾向國際化導向

（Orientation）的觀點。 

    自 1960 年代以來，跨國性經濟活動日益興盛，多國籍企業迅速擴張，

國際性銀行（International Banks or Multinational Banks）亦因應此趨勢蓬勃

發展，一般而言，國際性銀行的意義有二：一為銀行業務國際化現象及國

際銀行業務之參與；再者則較偏向機構面的國際化，即在兩個以上國家開

設分支據點的行為。針對國際性銀行快速成長現象（尤其指設立海外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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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立之 multinationalization），Aliber（1976）提出二個觀點來分析：一

為國際貿理論（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Aliber 認為，當一國在提供銀

行商品（bank products）上具有比較利益，則在該國境內開設之銀行較有

效率，競爭力亦較強，相對上較易發展成國際性銀行。在各國銀行的競爭

中，存款者和資金需求者會尋找能提供最高存款利率及最低貸款利率的金

融機構進行交易，使得不具效率的銀行自然地被市場競爭所淘汰。但也由

於國際間存在著貨幣的貿易障礙（barriers to trade in money），無法使比較

利益原則充份運作。第二觀點為產業間組織理論（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Aliber 認為銀行存放之利差可用來觀察比較不同國家之銀行的相

對效率性。若利差大，表示該國市場集中度高，金融市場由少數銀行控制，

故較無效率；反之，若利差小，市場集中度低，該國之金融體系較具效率，

存在著較大的成長潛力，該國之銀行較具機會成功進入國際市場。Aliber 

的理論係以國家為分析單位，屬於國與國間效率性的比較，認為擁有比較

利益及市場效率性是一國銀行能成功國際化的主要原因。但 Aliber 對於一

國銀行為何具有比較利益或效率性，以及具有比較利益或效率性之銀行是

否均會走向國際化，並未提出說明。 

    Grubel（1977）以廠商層次來分析國際性銀行活動，其以銀行在海外

市場經營時所憑恃的比較優勢之來源為中心，將國際性銀行區分為三種不

同的類型，並探討其比較優勢所在：一為 Multinational retail banking：此

類銀行在國外市場以提供個人為主的一般性金融商品，其競爭優勢來源是

優秀的管理能力（management expertise）以及行銷技術（marketing 

know-how），但這一類能力技術易被當地銀行學習模仿，銀行之優勢維持

不易；再者為 Multinational service banking：此類銀行以提供多國籍的海外

分支機構之金融服務為主。其優勢在於與企業所建立的長期關係、持續性

的人員接觸以及能以低成本取得所需相關資訊等，此乃當地銀行難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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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是 Multinational wholesale banking：此類銀行以鉅額資金之業務交

易為主，並透過歐洲通貨市場（Eurocurrency market），進行大量資金之跨

國界移動與套利。其優勢在於資金取得、投資及資訊搜集上的經濟規模。

將固定成本或費用攤派到各國之分支機構後，此類銀行得以較優惠之價格

提供金融商品予客戶。  

二、國際化程度之衡量 

    有關國際化之衡量指標，聯合國的世界投資報告（2005），在探討跨

國公司與研發活動的國際化，其所採用的國際化指標有二：一為跨國性指

數（Transnationality Index，TNI），係以國外資產與總資產、國外銷售量與

總銷售量及國外員工與總員工比率作為 TNI ；而國際化指數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II），係以國外分支機構佔總分支機構之比率。

Grant al et.（1988）亦認為應以公司的海外子公司銷售額佔公司總銷售的

比率作為國際化指標，來檢験其與公司績效的關係。Olusoga（1993）認為

國際化程度的指標包括海外分公司數對全部公司數之比例、海外銷售額佔

總銷售額之比例以及員工數比例和高階主管的國際導向來衡量。Olusoga 

所採之國際化指標—海外子公司的銷售佔公司總銷售之比，若該值介於 1

％～5％，則為國際化程度低，介於 50％～100％，則表示國際化程度高。 

    Sullivan（1994）則是將過去學者所使用的國際化衡量的構面加以歸納

整理，可分為三類： 

1. 績效屬性（Performance Attribute）：包括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

（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出口銷售總額佔總銷售額

比例（export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海外利潤佔總利潤之比

例等。其中以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最常被採用。 

 12



國際化程度對銀行經營績效之影響—以台灣本地銀行為例                               

 

2. 結構屬性（Structural Attribute）：包括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例（foreign 

asse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ts）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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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態度屬性（Attitudinal Attribute）：包括高階主管的國際化經驗（total 

number of years of top manag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國際營運的心

理分散度（psychic dispersion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ullivan（1994） 對以上所提三類指標內的變數作相關係數分析，發

現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與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例二者和其他指

標有較高的相關，並提出欲達到國際化實證上信度與有效度，應該採取多

重指標衡量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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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績效之衡量 

    所謂績效，係指對於組織目標達成程度的一種衡量，但所指的組織目

標，往往過於籠統與抽象，為更具體說明組織目標的意義，通常會用明確

的財務指標作為績效衡量的代表，一般選用作為績效的指標有： 

一、財務性指標： 

    為一般學者最常使用的衡量指標，它可明確的表現出企業營運的利潤

收入。常用的財務性指標包括：1. 純益率（Return on Sales；ROS）：Grant

（1987）、Olusoga（1993）、Delios & Beamish（1999）、Sullivan（1994）、

Daniels & Bracker（1989）、喬友慶等（2002）、吳建良（2005）均採此一

指標；2. 資產報酬率：用此指標的學者如 Olusoga（1993）、Delios & Beamish

（1999）、Sullivan（1994）、Daniels & Bracker（1989）、Gomes & Ramaswamy

（1999）、吳建良（2005）等；3. 股東權益報酬率：Delios & Beamish（1999）、

吳建良（2005）、高淑萍（2001）及余慈蕙（2004）；另外有學者以股價作

為衡量指標，如 Michel & Shaked（1986）；另外吳建良（2005）亦使用營

業利益（Profit Margin）作為財務績效獲利指標。 

二、營運績效： 

    Ramaswamy（1995）認為財務性指標可表現出價值鏈活動在海外的績

效，如海外原物料之採購、R&D 等價值鏈活動，透過成本的降低和核心競

爭力的取得使企業產生競爭優勢，進而促使企業產生良好的績效。因此部

分學者主張以營運績效來衡量企業績效，如 Comes & Ramaswamy（1999）

使用營運成本佔銷售之比例作為衡量指標；另外亦有學者使用銷售成長率

作為衡量指標，如 Grant（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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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績效衡量指標： 

    Thomas（1986）提出銀行業經營績效的衡量指標可採 CAMEL 標準： 

1. 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ency）：主要在評估銀行是否達到合理的資本

比率（capital ratios），以及銀行自資本市場和其他適當管道獲取財務協

助的能力。 

2. 資產品質（asset equality）：主要在評估銀行資產的規模及配置的良窳，

以及銀行處理問題放款的能力。 

3. 經營品質（management equality）：主要在評估銀行管理部門的領導、

行政及規劃能力，以及在面對環境改變時是否有足夠的應變能力。 

4. 獲利性（earnings）：主要在評估銀行承受損失及提供適當資本的能力，

尤其是銀行的收益情形，淨收益的數額及其內涵。 

5. 流動性（liquidity）：流動性管理指標的內涵，主要係針對美元存款的變

動性、仰賴利率敏感性資金的程度、資產負債管理策略與政策之整體效

果、高變現性資產的數額、進入貨幣市場的深度、銀行取得資金的能力

與來源，及同業拆放額度的性質與金額之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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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化與經營績效之關係 

有關企業國際化與經營績效關係之研究，由過去實證文獻中發現並無

一致性的結果： 

一、支持國際化程度高其經營績效較佳之實證研究 

    國際化對銷售成長率及獲利能力具有正面的影響者，如 Grant（1987）

選取 1972-1984 年間，304 家英國大型製造業，以海外收入佔總銷售額之

比率，來衡量國際化程度，並以銷售成長率及獲利能力來衡量績效；實證

結果發現，國際化對銷售成長率及獲利能力具有正面的影響。 

    Olusoga（1993）以 1987-1988 年間 450 家進行國際化之美國企業作為

研究樣本，以純益率、資產報酬率及獲利穩定性為績效衡量指標，探討多

國籍企業之市場集中化、市場多角化和國際化對績效的影響。實證結果發

現，企業國際化能提昇技術，產生經濟規模，對績效亦是正相關。 

   針對富比士美國 100 大國際性企業，Sullivan（1994）在探討多國籍企

業在財務績效與國際化程度之關係時，選取 1979-1990 年富比士美國 100

大國際性企業中 74 家製造業進行分析，以五項國際化指標--海外銷售額佔

總銷售額比率、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率、海外子公司數佔總子公司數之

比率、高階主管的國際化經驗及國際營運的心理分散度，並以純益率及資

產報酬率作為績效衡量變數，實證結果發現國際化程度愈高，財務績效亦

較佳，但提昇到頂點後則隨即下降，因此國際化程度高低對多國籍企業的

財務績效具有影響力。 

    有關日本廠商的研究，Delios & Beamish（1999）的實證研究以 399

家日本製造業廠商為樣本，以路徑分析後發現廠商從事海外直接投資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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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數或投資件數愈多，其績效表現—資產報酬率、股東權益報酬率、純益

率愈高。 

    而台灣本地產業的相關研究，高淑萍（2001）以 1997-2000 年的台灣

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不含金融業），在以股東權益報酬率及經營能力作

為績效指標下，並以外銷比率作為國際化程度之指標，實證結果國際化程

度高之企業表現優於國際化程度低之企業。 

二、國際化程度與經營績效無顯著關係者 

    Daniels & Bracker（1989）在研究海外經營與公司獲利能力之關係，

選取富比士「1984 年美國產業年報」1974-1983 年間，共八大產業 116 家

公司為樣本進行研究，其國際化以海外銷佔總銷售比率以及海外資產佔總

資產比率來衡量，並以稅後銷售報酬率及稅後資產報酬率衡量獲利能力，

實證結果指出國際化與獲利能力具有正向的影響，但並未到達顯著水準。 

三、認為國際化程度高其經營績效呈倒 U 字型之實證研究 

    Gomes & Ramaswamy（1999）則是選取 1990-1995 年 95 家美國的多

國籍企業作為樣本，並以海外銷售佔總銷售比率、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

率及海外分支機構數作為國際化衡量指標，並以資產報酬率及營運成本佔

總銷售之比率作為績效衡量指標，實證結果發現國際化與績效成正向關

係，然超過某一適當程度則績效會下降，因而兩者呈現倒 U 關係。 

喬友慶等（2002）以主計處（1996）製造業抽樣調查之資料，對台灣

大型製造廠商進行實證研究，以純益率作為績效指標，並以出口銷售額佔

總銷額之比例作為國際化程度的指標，實證結果發現，國際化程度與廠商

績效間確實存在著倒 U 型的關係，即當國際化程度超過最適水準時，會使

廠商績效產生負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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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化程度與經營績呈倒 S 型關係 

    余慈蕙（2004）以 1998-2002 年之台灣非金融業為樣本，檢測企業國

際化程度（海外資產比）與績效（股東權益報酬率及股票報酬）之關係，

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企業國際化程度與績效呈倒 S 型關係，即惟有在低度

或高度國際化之下，才會使得企業績效表現較佳。 

五、國際化程度與經營績呈反向關係 

    Michel & Shaked（1986）以 1973-1982 年之 58 家美國多國企業與 43

家美國國內企業的研究，以持股人之股價報酬為績效指標進行分析，其實

證顯示，國內企業持股人的報酬高於國際化企業持股人的報酬，因而得到

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為負向的關係，但並不顯著。此外，Collins（1990）

的研究將樣本分為國內企業、在已開發國家進行投資的企業與在開發中國

家進行投資的企業三組，並以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為國際化指標，以廠

商財務風險為績效指標，其結果發現在已開發國家進行投資的企業與國內

企業之績效無差異，但在開發中國家進行投資的企業績效較差。 

由於企業國際化與經營績效關係，由過去實證文獻中發現並無一致性

的結果，茲將上述實證文獻彙整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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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企業國際化與經營績效關係之文獻 

Michel & Shaked 
（1986） 

1973-1982 年美國 58
家多國企業與 43 家

國內企業 

海外銷佔總銷售比率 股價報酬 負向的關係，但並

不顯著 

Daniels & 
Bracker 
（1989） 

富比士「1984 年美國

產業年報」中 116 家

（1974-1983 年） 

海外銷佔總銷售比、海外

資產佔總資產比 
稅後銷售報酬

率、稅後資產

報酬率 

國際化與獲利能力

亦具正向的影響，

但未到達顯著水準

高淑萍 

（2001） 

1997-2000 年台灣上

市公司 

外銷比率 股東權益報酬

率、經營能力

國際化程度高之企

業表現優於國際化

程度低之企業 

研究者 樣本 國際化 
衡量指標 

績效 
衡量指標 

實證結果 

Grant 
（1987） 

1972-1984 年 304 英

國大型製造業 
海外收入佔總銷售額之

比率 
銷售成長率 
、獲利能力 

正向關係 

Olusoga 
（1993） 

1987-1988 年間 450
家美國進行國際化

之企業 

海外資產佔總資產比 純益率、資產

報酬率及獲利

穩定性 

國際化能提昇技

術，對績效亦是正

相關 

Sullivan 
（1994） 

1979-1990 年富比士

美國100大國際性企

業中 74 家製造業 

海外銷售佔總銷售、海外

資產佔總資產、海外子公

司數佔總子公司數、高階

主管國際化經驗及國際

營運的心理分散度 

純益率、資產

報酬率 
國際化程度愈高，

財務績效亦較佳，

但提昇到頂點後則

隨即下降 

Delios & Beamish 
（1999） 

399 家日本製造業廠

商為樣本， 
從事海外直接投資的國

家數或投資件數 
純益率、資產

報酬率、股東

權益報酬率 

正向關係 

Gomes & 
Ramaswamy
（1999） 

1990-1995年 95家美

國的多國籍企業作

為樣本 

海外銷售佔總銷售比、海

外資產佔總資產比、海外

分支機構數 

資產報酬率、

營運成本佔總

銷售 

呈現倒 U 關係 

喬友慶等 

（2002） 

主計處（1996）製造

業抽樣調查之資料

中的台灣大型製造

廠商 

出口銷售額佔總銷額之

比 

純益率 當國際化超過最適

水準時，會使廠商

績效產生負向效果

（倒 U 型） 

余慈蕙 

（2004） 

1998-2002 年之台灣

非金融業為樣本 

海外資產比 股東權益報酬

率、股票報酬

惟在低或高度國際

化之下，才會使得

企業績效表現較佳

（倒 S 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依年份順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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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銀行經營績效之因素 

    Cho（1986）在發展出多國銀行模型之後，提出以海外分行資產、海

外分行放款、海外分行存款額、海外分行淨營運收入等四項國際化指標，

與母公司規模、內部營運經濟程度、實際利率差距、地主銀行業務市場規

模呈正向關係。張修齊（2001）修正原洛桑管理學院的國際競爭力指標為

金融競爭力評比指標，其中金融深化程度、金融機構效率、金融國際化程

度皆為衡量一國金融競爭力之指標，當一國金融競爭力愈高，其金融機構

的運作將能發揮健全的功能及效率，而有更高的績效。 

    Miller & Noulas（1996）針對較大規模的銀行探討其技術效率，並考

慮獲利性、規模、市場佔有率及地理位置對銀行效率的影響。該研究以 1984

年資產規模超過十億美元的銀行，且 1990 年仍存續的 201 家銀行為樣本，

研究結果顯示所有銀行中，規模報酬的變異性小於純粹技術效率，大部分

銀行的規模都太大，正步入規模報酬遞減的階段。較大且較具獲利性的銀

行具有較低的純粹技術效率。有關影響銀行績效的因素眾多，如 Leung & 

Young（2002）採用的母國的資產規模及分行機構數目、Leung et al.（2003）

進入時間或成立年限等，而 Ayadi et al.（1998）研究結果亦顯示：銀行經

營效率與銀行年齡呈高度正相關，且存在著學習曲線。而吳建良（2000）

將銀行之資產規模列為控制變數，其結果並顯示銀行資產規模愈大（小），

其財務績效表現愈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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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章乃針對國際化及經營績效等相關文獻進行整理，並歸納出國際化

指標之衡量方式，及績效指標之採行，並彙整國際化對績效影響的相關文

獻。Annavarjula & Beldona（2000）認為廠商的國際化可從海外生產、擁

有海外資產，以及管理風格、策略及結構是否傾向國際化導向等三個觀點

來定義。自 1960 年代以來，跨國性經濟活動日益興盛，國際性銀行亦蓬

勃發展，其代表著銀行業務國際化現象及國際銀行業務之參與；或是較向

機構面的國際化。本研究所定義的國際化係指機構面的國際化，即在兩個

以上國家開設分支據點的行為，對於一般銀行業務上的國際化現象或是經

營者的管理風格、策略及結構是否具有國際化導向，因均屬較間接的國際

化或是資料取得困難，均不列入本研究範圍。 

 有關國際化之衡量指標，聯合國的世界投資報告（2005），其所採用

的國際化指標有二：一為跨國性指數，係以國外資產比、國外銷售量比及

國外員工比作為 TNI；而國際化指數 II 係指以國外分支機構數佔總分支機

構數之比率。Sullivan（1994）歸納整理國際化衡量的構面分為：1. 績效

屬性：包括海外銷售比、出口銷售比、海外利潤比等。2. 結構屬性：包括

海外資產比及海外子公司數比。3. 態度屬性：包括高階主管的國際化經

驗、國際營運的心理分散度。由於本研究所定義的國際化係指機構面的國

際化而言。因此，本研究所採用之國際化衡量指標，係依聯合國的世界投

資報告（2005）、Grant al et.（1988）、Olusoga（1993）等研究所採用之國

外資產比、國外銷售比及國外員工比以及國外分支機構數比率作為衡量。 

    績效係指對於組織目標達成程度的一種衡量，一般選用作為績效的指

標有：1. 財務性指標：如純益率、ROA、ROE、股價、營業利益等，如

Grant（1987）、Olusoga（1993）、Sullivan（1994）等。2. 營運績效：使用

營運成本佔銷售之比例或是銷售成長率作為衡量指標。3. 風險績效衡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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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Thomas（1986）提出銀行業經營績效的衡量指標可採 CAMEL 標準。

財務比率係用於衡量每家銀行的財務狀況以反應銀行日常經營的成果，故

本研究將以財務性指標中的 ROA 及 ROE 作為分析與比較銀行績效的主要

依據。 

    有關企業國際化與經營績效關係之研究，由過去實證文獻中發現並無

一致性的結果，首先，支持國際化程度高其經營績效較佳之實證研究，如

Grant（1987）、Olusoga（1993）、Sullivan（1994）、Delios & Beamish（1999）

及高淑萍（2001）。而國際化程度與經營績效無顯著關係者，如 Daniels & 

Bracker（1989）。亦有學者研究發現國際化與績效成正相關，然超過某一

程度則績效會下降，而呈現倒 U 關係，如 Gomes & Ramaswamy（1999）

及喬友慶等（2002）。而余慈蕙（2004）研究發現惟有在低度或高度國際

化之下，才會使企業績效表現較佳，有著倒 S 型關係。Michel & Shaked

（1986）實證顯示，國內企業持股人的報酬高於國際化企業持股人的報

酬，因而得到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為負向的關係，但並不顯著。因此由過

去文獻中，國際化與經營績效之關係並未獲得一致性的結果。 

    針對影響銀行經營績效的因素，Cho（1986）提出以海外分行資產、

海外分行放款、海外分行存款額、海外分行淨營運收入等四項國際化指

標，與母公司規模、內部營運經濟程度、實際利率差距、地主銀行業務市

場規模呈正向關係。Leung & Young（2002）採用的母國的資產規模及分行

機構數目、Leung et al.（2003）以進入時間或成立年限、而 Ayadi et al.（1998）

研究結果銀行經營效率與銀行年齡呈高度正相關並存在著學習曲線。吳建

良（2000）研究結果顯示銀行資產規模愈大，其財務績效表現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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