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綜合討論、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理論基礎及相關文獻推導，建立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

廠商績效影響之理論架構，以不同廠商特徵及不同產業之台灣新興工業化國家企

業為研究對象，同時以橫斷面與縱斷面之資料，透過嚴謹的統計方法驗證本研究

所提出之研究假說，並針對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於五個量化研究的發現，進一

步地篩選適合的廠商進行質化研究。本章首先於第一節進行綜合討論；接著於第

二節彙整研究結果以回應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問題與目的；進而提出本研之理論

貢獻與實務意涵呈現於第三節；最後，提供未來繼續研究的方向與建議。 
 

第一節  綜合討論 

本節將針對前述章節之研究發現綜合探討，各章之研究結果與討論已於各章

節呈現，本節僅針對各章研究結果之間的比較加以討論。 

一、樣本特徵的比較 

表 9.1為各章研究之樣本特質。從表中數字發現，上市公司之廠商規模最大，

1996 年度之中小企業規模最小，僅為 44人。國際化程度及研發密集度皆以上市

公司之國際化程度最高，大型廠商次之，中小企業國際化程度最低；廣告密集度

則是以大型廠商最高、中小企業次之，而以上市公司最低。 

表 9.1  各章研究樣本特質 
論文章節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七章 第七章 

比較項目 大型廠商 上市公司 中小企業 大型廠商 中小企業 
      

家數 (樣本數) 564  170 3,194  275 (825)  322 (966) 
      

期間 1996 年 2000 年 1996 年 1986-1996年 1986-1996年
      

產業 五大產業 上市電子業 五大產業 五大產業 五大產業 
      

績效 0.064 0.117 0.025 0.060 0.036 
      

廠商規模 769 1,538 44 816 91 
      

負債比率 0.480 0.37030 0.520 0.488 0.535 
      

國際化程度 51.8% 61.18% 24.5% 41.6% 27.6% 
      

研發密集度 1.8% 3.15% 0.26% 1.20% 0.50% 
      

廣告密集度 0.60% 0.26% 0.38% 0.60% 0.50% 

本研究進一步將近來探討中小企業國際化對廠商績效之相關研究做一比

較。從表 9.2的比較發現，美國 (Qian, 2002) 及日本 (Lu and Beamish, 2001) 的
中小企業規模大於廠商許多，仔細探究發現，Qian (2002) 和 Lu and Beamish 



(2001) 所使用的樣本雖為中小企業，但樣本乃篩選自上市公司，故規模會相對
較大，亦如在本研究中上市公司的規模幾乎是大型廠商的兩倍大 (見表 9.1)，此
亦顯示出中小企業次級資料之缺乏 (Lu and Beamish, 2001)。雖然廠商規模不及

美國及日本中小企業，但台灣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程度卻高出日本許多。但從研發

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的數字發現，台灣的中小企業在此方面的投入卻遠遠不及美

國及日本的中小企業。 

表 9.2  台灣中小企業與美國及日本之比較 
相關研究 第五章 第七章 Qian (2002) Lu and Beamish (2001)

國家 台灣 台灣 美國  日本 
     

家數 (樣本數) 3,194  322 (966) 71 (355) 164 (1,804) 
     

期間 1996 1986-1996 1989-1993 1986-1996 
     

廠商規模 44 91 小於 500人 321 a

     

國際化程度 24.5% 27.6% 39.0%b 12.8% 
     

研發密集度 0.26% 0.50% 7.15% 1.40% 
     

廣告密集度 0.38% 0.50% 3.10% 2.40% 
註：a中小企業之標準為員工人數小於 500人；b代表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 

在大型廠商的部份，本研究仍以美國及日本最近的研究加以比較。從表 9.3
的資料發現，台灣大型廠商及上市公司的規模皆不及美國及日本的大型企業，但

以出口銷售額/總銷售額衡量的國際化程度卻遠遠高過於日本的多國企業。此

外，台灣上市電子業所投入的研發密集度與美日多國企業並無太大的差距，但廣

告密集度則遠不及美日大型企業。 

表 9.3  台灣大型廠商與美國及日本之比較 
  相關研究 第四章 

上市公司 
第七章 Kotabe et al. 

(2002) 
Geringer  et 

al. (2000) 
Delios & 
Beamish 
(1999) 

國家 台灣 台灣 美國 日本 日本 
      

家數 (樣本數) 170 275 (825) 49 (343) 108 (1836) 399 
      

期間 2000 年 1986-1996 1987-1993 1977-1993 1996 
      

廠商規模 1,538 816 銷售額c 13,550 --- 
      

國際化程度 61.18% 41.60% FITId 21.30% FDI件數 
      

研發密集度 3.15% 1.20% 5.10% --- 2.40% 
      

廣告密集度 0.26% 0.60% 2.50% --- 1.10% 
註：c資料來自 COMPUSTAT；d代表海外所得佔總所得比例；---表示沒有資料 

    從上述比較發現，不同國家之中小企業與大型廠商間在不同的變數間具有很

大的差異，亦即在引用國外之研究結果時必需要特別小心，因為台灣「大型廠商」



特徵，可能和美國或日本的「中小企業」類似。 

二、研究結果的比較 

本研究經不同廠商規模及產業，同時透過橫斷面及縱斷面的資料後發現，國

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的倒 U型關係確實成立，雖亦有研究 (Aulakh et al., 2000) 
得到相同的發現，但從表 9.4可以發現，結果仍然不是很一致。仔細探究原因，

不同的衡量方式可能是造成研究結果不一致的重要原因，概因不同的國際化衡量

方式可能反映出不同的國際化構面，進而對廠商績效產生不同的效果。例如：在

Lu and Beamish (2001) 的研究中即認為，ESR和 FDI對績效的影響效果是不同

的。在本研究中，將出口銷售額/總銷售額比例視為國際化的替代變數，對於台

灣多數廠商而言，可能仍為一較適合之指標。因以台灣廠商的規模及其國際化階

段，仍以出口為主，國際化階段仍不似歐、美及日本多國企業於海外各國擁有多

個子公司。雖然研究日本企業的學者 (Geringer et al., 2000; Lu and Beamish, 2001) 
認為 ESR對廠商績效的影響為一正向的關係，但實證研究僅Geringer et al. (2000) 
獲得實證上的支持，Lu and Beamish (2001) 甚至得到 ESR對績效呈現負向的顯
著效果，因此倒 U型的結果或許亦有可能出現在日本廠商的國際化行為。 

此外，本研究的三個個案皆發現，廠商在面對間接出口及直接出口具有頗大

的差異，亦即在直接出口中，面對經銷商或代理商的溝通及協調之複雜度所產生

的相關成本，很有可能大過於出口所帶來的利益 (Aulakh, et al., 2000)，而台灣廠
商在出口的過程中，雖然常透過貿易商的方式出口，但如本研究個案廠商的國際

化行為，直接出口的比例將會逐漸地提高，從五個量化研究的結果似乎得到一致

的驗證。因此，在台灣廠商現階段的國際化行為中，以出口為其替代變數為一較

佳之衡量變數。 

表 9.4  相關研究之實證結果彙整 
相關研究 國際化程度對 

廠商績效的關係 
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的正向影響

研發密集度       廣告密集度        
本研究 ESR→支持 支持 不支持 
    

Qian (2002) FSTS→支持 支持 不支持 
    

Lu & Beaimsh 
(2001) 

ESR→不支持 
FDI→U型 

支持 不支持 

    

Aulakh et al. (2000) ESR→支持 --- --- 
    

Geringer et al. 
(2000) 

FSTS→不支持 
ESR→正顯著 

--- ---- 

註：---表示沒有檢定 

研發密集度與廣告密集度兩變數的衡量與國外研究一致，因此所得到的研究

結果亦較一致。惟研究中乃以此兩變數分別為產品差異化能力的替代變數，因

此，若將此兩變數處理為產品差異化能力潛在構念 (latent construct) 的指標，可



能不甚合適，因為潛在構念之下的指標，應該至少具有中度 (moderate) 相關，
但在本研究實證資料中並未達中度相關，且在個案訪談中亦發現，從事研發的廠

商不見得同時投入於廣告，例如：本研究的個案 P公司之產品差異化能力為研發

能力，但 A公司則認為該公司的產品差異化能力為行銷能力。 

此外，從研究中發現，台灣廠商的廣告密集度遠遠低於國外多國企業，但以

廣告密集度來衡量產品差異化能力或行銷能力，可能造成低估 (Kotabe et al., 
2002)，以本研究個案 A 公司為例，表 9.5 為該公司之營業費用明細表，研發密
集度的費用，研究中以 32,753萬元計算，但廣告密集度之廣告費用以 2,099萬元
計算，但以 A公司為例，廣告費用與行銷費用相差至 12倍，因此，在以該變數

為產品差異化能力為替代變數可能產生低估情形。然而，此部份實為研究中的限

制，因為，大部份公司的財務報表只揭露廣告費用，並無揭露如 A 公司如此詳
細之明細表。 

表 9.5  A 公司營業費用明細表  (單位：仟元 )  
項    目  行 銷 費 用 管 理 費 用 研 發 費 用  合 計

薪  資   $ 131,145   $ 79,723   $ 160,817    $ 371,685 
租金支出    2,649    1,419    4,312     8,380 
研 究 費    -    -    97,786     97,786 
旅  費    12,619    3,681    4,874     21,174 
出 口 費    7,396    109    2     7,507 
運  費    5,057    235    650     5,942 
郵 電 費    2,444    2,358    3,581     8,383 
廣 告 費    20,992    6,515    2,615     30,122 
保 險 費    8,469    4,441    9,347     22,257 
折  舊    2,239    11,094    8,463     21,796 
伙 食 費    3,832    1,735    3,876     9,443 
勞 務 費    380    12,639    284     13,303 
權 利 金    13,800    -    -     13,800 
售後服務費    6,576    -    40     6,616 
雜項購置    6,697    3,957    1,601     12,255 
其他（註）    30,937    25,468    29,279     85,684
合  計   $ 255,232   $ 153,374   $ 327,527    $ 736,133 
註：大部份公司的財務報告書並無列出如此詳細之資料。 

因此，本研究參考過去文獻將廣告密集度視為產品差異化能力的替代變數，

探討對廠商績效的結果未獲支持，可能為低估了此變數，而使得研究假說未獲實

證支持。此部份亦有可能為會計計帳上，RD有節稅的誘因，真實度會比 AD 來

的高，但 AD對廠商而言較無似 RD的誘因，因此廠商 AD時，可能產生低報的
可能性。此外，愈依賴出口的廠商，或許較不需要投入資源於廣告上，常常只是

參加秀展、與客戶交際、或是印產品目錄及傳單等，常常上述費用不見得完全列

入廣告費用的計算，所以在計帳上，廣告所呈現出的資訊較易產上問題。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出口比重較低的廠商可能會有較多的廣告支出；而外銷

為主的廠商可能做的廣告投入較少」的可能性加以討論，經過第二章至第六章的

資料分群後並無發現上述結論。亦即從完全沒有出口、出口比重大於 10%，20%，
30%⋯到出口比重大於 50%，60%⋯到完全出口的廠商，觀察每一群廠商的廣告
平均數，及廣告與績效的關係，以及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期望發現「出口低的廠

商 (可能是內需為主)，可能會有較多的廣告，是否廣告的投入有助於績效的提
昇；出口高的廠商 (可能以外銷為主)，可能不做廣告，這時候廣告和績效可能

是另一種負向關係，而如果是幾乎百分之百外銷的廠商，這種廠商的廣告一定很

少，不同的狀況，會有不同的意涵。很可能國際化不同的時候，廣告和績效剛好

是相反的關係」。但經過分析後，以內需為主的廠商及以外銷為主的廠商在廣告

和績效的相關係數皆無顯著，且相關係數方向幾乎一致，因此並無得到預期的結

果。 

若以鴻海、華碩及明基三家廠商為例，在廣告上雖然明基與另兩家廠商具有

很大的差異，但在分群上這三家確是分類在同一群，因為此三家廠商的出口比重

分別為鴻海為 91.56%、華碩為 93.16%、明基 92.65%。若如前述推論，外銷為主

的廠商，應該投入廣告較少，但三家廠商的廣告密集度分別為鴻海為 0.0247%、
華碩為 0.1793%、明基 1.2784%，平均之後則無法看出預期的效果，因此廠商有
無自有品牌為一重要的考量因素。進一步地分析第三章上市公司的樣本發現，廣

告密集度最高的 10 家廠商，內銷為主 (出口比例小於 30%) 的廠商有 4 家，外
銷為主 (出口比例大於 60%) 的廠商則有 5 家；廣告密集度最低的 47 家廠商，
內銷為主 (出口比例小於 20%) 的廠商有 9家，但外銷為主 (出口比例大於 80%) 
的廠商則有 17家，亦難看出任何趨勢。但若再以第二章 170家上市公司加以分
析，分別以不同的國際化程度 (出口比重) 加以分群，得到如表 9.6結果。 

表 9.6  第三章上市公司分群結果 

 國際化程度 廣告密集度 樣本數 

完全內銷 0 0.00231 13 
國際化程度<0.1 0.0150 0.00357 19 
國際化程度<0.2 0.0479 0.00403 25 
國際化程度<0.3 0.0934 0.00323 33 
國際化程度<0.4 0.1450 0.00330 42 
國際化程度<0.5 0.2067 0.00301 53 
國際化程度>=0.5 0.7954 0.00245 117 
國際化程度>=0.6 0.8491 0.00255 96 
國際化程度>=0.7 0.8910 0.00215 79 
國際化程度>=0.8 0.9192 0.00226 66 
國際化程度>=0.9 0.9600 0.00189 39 
完全外銷 1 0.00108 4 



從表 9.6的結果可以看出，完全內銷的 14家廠商之 AD較完全外銷商為高，
「國際化程度<0.1」較「國際化程度>=0.9」之廠商擁有較高的 AD；「國際化程
度<0.2」較「國際化程度>=0.8」之廠商擁有較高的 AD；「國際化程度<0.3」較
「國際化程度>=0.7」之廠商擁有較高的 AD；「國際化程度<0.4」較「國際化程
度>=0.6」之廠商擁有較高的 AD；「國際化程度<0.5」較「國際化程度>=0.5」之
廠商擁有較高的 AD，似乎可以看到內銷為主的廠商投入較多的 AD，以及外銷
為主的廠商投入較少 AD的趨勢。而在第七章大型廠商的分群結果亦得到類似的

結果，如表 9.7所示，亦即「國際化程度<0.1」較「國際化程度>=0.9」之廠商擁
有較高的 AD。 

表 9.7  第七章大型廠商分群結果 

 國際化程度 廣告密集度 樣本數 

國際化程度<0.1 0.0256 0.01483 149 

國際化程度>=0.9 0.9804 0.00310 217 

最後，本研究在第三章、第五章及第七章中皆發現，化學業 (包括：化學及
生物製藥劑、清潔劑、化粧品等) 於大型廠商或中小企業皆擁有最高的廣告密集
度，可能為此產業之產品以最終消費者為銷售對象的比例較高，因此投入較高的

廣告費用，例如杏輝藥品及南僑工業在 2001 年之推銷 (銷售) 費用佔總銷售額
之比例皆高達 20%，而毛寶公司更是超過 30%。故後續研究在探討廠商此部份
之產品差異化能力時，除了有必要針對內需或外銷為主的廠商加以注意，亦有必

要針對廠商主要銷售對象是否為最終銷費者加以控制。 

三、交互作用項的進一步討論 

本研究主要針對主要效果加以驗證，並無發展研究假說針對交互效果加以驗

證，僅做為本研究之進一步討論加以分析。 

當廠商在廣告上的支出愈多時，能夠反映在廠商的產品差異化能力上，亦愈

能增加其產品的銷售額。在市場全球化及出現跨國市場區隔的情形下，藉由密集

的廣告及行銷活動強調差異化之廠商，較可能在國際化的過程中獲利 (Helsen, 
Jedidi and Desarbo, 1993)。因此廣告密集度愈高的廠商，能夠強化國際化與廠商

獲利之間的關係。同樣地，廠商亦可透過產品研發來達成產品差異化能力，當投

入研發較高的廠商進入國際市場時，可針對差異化產品訂定較高的價格，亦或透

過製程創新來降低生產成本，因此創新的廠商愈能在國際中獲取更高的利益。 

另一種重要的創新型式為組織學習。透過持續的學習，廠商得以於該產業確

認並維持競爭標準，並能有效且適當地從他們的研發  (學習) 中產生價值 
(Hamel, 1991; Kogut, 1991)。此外，當國際化與研發間的關係乃大量地建立於產

品創新時，則產品/製程的研發在國際化與績效之間則扮演一正向的調節效果。
製程創新或不僅有助於促進品質或降低產品成本，進而增加了其在國際市場的競



爭力。故當廠商同時擁有產品與製程創新的結合時，或許能夠產生最強的調節效

果。 

表 9.8為本研究與兩篇探討交互作用效果之研究結果。從表中本研究第六章

電子業之結果發現，「國際化程度與研發密集度」的交互作用有顯著地正向效果，

而此時國際化程度之主效果仍然存在，但研發密集度之主效果已未達顯著水準，

因此，研發密集度此時為一純粹 (pure) 的干擾變數 (moderator)。但在第六章中

小企業的結果中則發現，「國際化程度與研發密集度」的交互作用有顯著地負向

效果，而此時國際化程度之主效果仍然存在，且研發密集度之主效果亦達顯著，

故研發密集度此時為一準 (quasi) 干擾變數，但廣告密集度的角色則為純粹干擾

變數。 

表 9.8  本研究與相關研究於交互作用項之實證結果 
 主效果 交互效果 
 國際化 研發 廣告 國際*研發 國際*廣告 國際*研發

*廣告 
第五章 
電子業 倒 U型 N.S. – + N.S. --- 
       

第六章 
大型廠商 倒 U型 + N.S. N.S. N.S. 

--- 

       

第六章 
中小企業 倒 U型 + N.S. – + --- 
       

Morck & 
Yeung (1991) N.S. + N.S. + + --- 
       

Kotabe et al. 
(2002) N.S. N.S. N.S. N.S. – + 
註：N.S.表示不顯著；+表示正向顯著，–表示負向顯著；---表示沒有檢定 

此結果和研發及廣告對廠商績效的主效果類似，亦即研發對國際化與廠商績

效間的正向效果較為明顯，廣告部份並無產生此正向效果。此結果或許隱含著對

台灣廠商而言，相較於廣告，研發對國際化的廠商能夠產生較高的績效。因為研

發可促進競爭優勢 (Porter, 1990)，並產生較佳之組織效率 (Grant et al., 1988)。
Franko (1989) 的研究發現，相對於競爭者而言，研發的投資在促進國際化廠商
的銷售成長上為最主要的指標。在 Franko的研究中檢視了 15種總部設於美國、
亞洲及歐洲的主要產業發現，相對於亞洲及其它歐洲的廠商，美國及英國廠商之

所以失去全球市場的佔有率，主要原因為其忽略了投資於新產品及製程上，此論

點亦受到 Kogut (1991) 的支持，亦即研發支出與國際競爭力具有相關性，Kogut 
(1991) 與 Caves (1996) 亦認為研發為 FDI與出口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國際化的
廠商或許需要新的技術/創新來獲取競爭優勢或有效地與當地廠商競爭以提高獲

利。 



在Morck and Yeung (1991) 的研究中，「國際化程度與研發密集度」的交互

作用有顯著地正向效果，而此時研發密集度之主效果仍然存在，但國際化程度之

主效果已未達顯著水準，此時，國際化程度反而成為一純粹 (pure) 的干擾變數 
(moderator)；而在「國際化程度與廣告密集度」的交互作用雖然有顯著地正向效

果，但兩變數個別對績效皆無產生主要效果，因此，完全無法判別何者變數為干

擾變數，只能得到兩變數必須同時有交互影響，才能對績效產生影響，而 Kotabe 
et al. (2002) 的研究結果更是難以解釋。但從個案研究中的 P公司發現，研發能
力的提昇，當需仰賴相關能力的配合，例如與行銷部門 (市場訊息、業務人員等) 
的配合，與客戶的配合等等。P公司受訪者指出： 

⋯⋯RD 能夠做的很成功的，通常是市場能力也要很好，一定要有相

關能力的配合，過去在開發產品時比較不注重週邊及市場，就是自己

想想想，突發的一個靈感，然後再去找這樣的市場，可是現在的 RD
不見得是這樣的程序來，他一定是先找到一個市場，看趨勢是什麼？

或是他去抓住一個他自己認為是對的方向，然後根據這個方向去觀察

這個市場，再經由業務人員去蒐集這個資訊，同時，他再去多看幾個

行業，發現你所設計的東西是符合潮流的，才開始下去做，而在做的

同時，你還必需爭取一些客人的意見，然後，在你自己產品本身的功

能、產品、外觀，而外觀往往還會交由設計公司去設計。⋯⋯通常看

準趨勢，其他條件配合的好，RD投入之後，應該有助於績效的提昇。
其實，國際化的過程也是一樣，你只要各方面的功能和各部門的活動

相互配合的好，應該都是可以持續獲利的。 
 
故對廠商而言，在進行國際化策略時，研發及行銷的思維必須同時加以考

量，彼此之間的相互配合實有助於廠商績效的提昇。但實際上在實證國際化對績

效影響的議題中，交互作用的關係實有待更進一步的釐清，或許亦有可能如本研

究第七章所提，干擾變數的影響亦可能為一非線性的關係 (例如 Geringer et al., 
2000 的處理方式)，因此，相關探討有待後續研究。 



第二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提出三項主要的研究命題，在前兩個命題部

份，經由不同廠商規模與產業，以及橫斷面與縱斷面的資料分析，得到國際化程

度對廠商績效為一倒 U型關係、產品差異化能力 (研發密集度) 對廠商績效為一
正向的影響，茲將研究假說之驗證結果彙總於表 9.9，亦即在研究一 (第三章) 至
研究五 (第七章) 的結論發現，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的倒 U 型關係皆獲得支
持，惟不同的樣本中，國際化程度與績效的最適點不同；產品差異化能力的部份

僅於研發密集度與廠商績效的正向關係獲得支持。命題三的部份，經由第八章三

家個案廠商的分析，亦傾向於支持管理能力對台灣製造廠商之國際化程度與績效

的關係有一正向的調節效果。 

表 9.9  研究假說之實證結果彙整 

假說內容 
國際化程度對廠商

績效的倒 U型關係
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的正向影響

研發密集度        廣告密集度    
564家大型廠商 支持 (48.76%) 支持 支持 
    

170家上市電子業 支持 (44.90%) 支持 不支持 
    

3194家中小企業 支持 (44.81%) 支持 不支持 
    

818中小型電子業
601中小型紡織業

支持 (46.60%) 
支持 (47.30%) 

不支持 
支持 

不支持 
不支持 

    

1986-1996 年三期

275家大型廠商 
322家中小企業 

 
支持 (42.50%) 
支持 (47.56%) 

 
支持 
支持 

 
不支持 
不支持 

註：括號中的數字為國際化程度之最適點 

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以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

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的議題。所有研究結果皆支持國際化程

度對績效呈現倒 U 型的關係，回應了本研究所提出之第一個研究問題，亦彌補

了文獻及理論上對於新興工業化國家企業的不足與缺口，增加理論一般化的能

力。亦即如學者 (Desrosiers, Sherony, Barros, Ballinger, Senol, and Campion, 2002) 
所提，在任何科學中，高品質的複製研究 (quality replications) 有其必要性，在
組織科學中尤其重要，因為抽象的構念可能以各種不同的方式加以操作化，因而

使得研究結果產生分歧。 

本研究於各章使用各種不同的樣本，透過嚴謹的研究方法 (包括變數的操作

化、統計分析方法等)，得到頗為一致的結論，和 Hitt, Hoskisson, and Ireland (1994) 
認為倒 U 型命題，應可適用於所有廠商的觀點一致，足見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

效倒 U 型關係實為台灣廠商的一般化現象，且所有實證結果皆顯示，對台灣廠
商而言，國際化程度的最適點範圍差異並不大，大約在 45%左右，提供廠商一個
非常簡單的參考依據，亦即當廠商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約為 45%左右時，



廠商可能在擴張海外市場時，得更加小心的謹慎，亦或管理能力必須隨海外擴張

程度來隨時調整 (如 P公司及 A公司個案)。否則，若完全根據國外文獻發展國

際化衡量指標 (例如：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Contractor et al., 2003)，其由
多個變數所組成的國際化構念，在廠商實際應用上有其困難性，誠如 Contractor et 
al. (2003) 所言，廠商如何知道其國際擴張超過了最適點呢？學者 (Contractor et 
al., 2003) 認為公司可以執行計量分析，亦或外包給顧問公司分析。或許此建議

尚可在歐、美、日等大型多國公司執行，但在規模小、資源有限的大多數台灣廠

商可能難以執行。因此，本研究所發展之國際化變數不但能夠反映台灣廠商國際

化的實際情形，在實務上更是簡單地提供了廠商頗具意義的參考價值。 

此外，以研發密集度來替代產品差異化能力的結果，對廠商績效產生一正向

的結果，而廣告的部份則未達到本研究的預期。因此，對台灣廠商而言，產品差

異化能力的主要來源為公司的研發能力，在個案 P 公司及 H 公司亦得到同樣的
結論；但個案 A 公司認為行銷能力為該公司的產品差異化能力，在本研究中量

化的部份並無得到這樣的結果。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可能以廣告密集度為產品差

異化能力的替代變數，有低估的情形 (此部份已於前節敘述，不在此重複贅述)。  

最後，本研究得到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呈現倒 U 型的關係，乃所有廠商
的平均結果，實際上，並非所有廠商皆一定如此，亦有廠商國際化程度超過該產

業或平均廠商最適點，但仍保有優良的績效 (如本研究個案之 P公司及 A公司)，
因此，只要廠商在海外擴張的過程當中，隨時調整其組織結構、人員配置、管理

能力等，以配合海外市場的擴張，仍然能夠在高度國際化的同時保有良好的績

效，亦即廠商的管理能力在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具有正向的調節效果。 

整體而言，本論文提出了兩個研究問題及兩項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於第三章

至第七章量化研究獲得一致的結果，同時亦達成第一個研究目的；而第二個研究

目的透過第八章的質化研究亦達成該項目的。因此本論文的完成亦讓研究者對於

台灣企業的國際化程度、產品差異化能力及管理能力，在影響廠商績效的議題上

有更豐富的認識與瞭解。 
 

 



第三節  理論貢獻與實務涵意 

從近三十年來廠商國際化與績效豐富的相關研究發現，此議題的探討一直受

到國際企業及策略領域學者的青睞，並以各種不同的理論解釋分歧的關係，但關

注於新興工業化國家 (如台灣) 廠商的探討始終付之闕如。本研究以台灣廠商為
研究對象，經由一系列之探討，分別在理論及實務上提出下列涵意。 

本研究發現台灣廠商的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呈現一倒 U 型的關係，亦即在
初期階段國際化與績效呈現正向關係，超過國際化最適點之後期階段，國際化與

績效呈現負向關係，此關係不因廠商規模、產業及時間因素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支持 Hitt et al. (1994) 的論點，即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的倒 U型適用於任何廠
商。 

在初期階段所推論之相關理論，如組織學習理論 (Kogut and Zander, 1993) 
及國際化進程理論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亦可適用於台灣廠商。一般而
言，台灣廠商從事 FDI時，一開始傾向於文化或心理距離相似的市場 (如個案 P
公司一開始選擇越南，A公司則選擇大陸，整體台灣廠商第一次從事 FDI則以大
陸為主)，當於一國累積了國際經驗及知識後，再移轉至心理或文化距離相似的

市場。此外，資源基礎的觀點亦適用於解釋台灣廠商國際化的初期階段，即台灣

廠商亦擁有獨特的資源與能力以具備競爭優勢，當此優勢延伸於國外市場，則有

助於廠商績效的提昇。 

在國際化的後期階段，交易成本理論則提供了合理的解釋，因為當海外市場

不斷擴張，相關的成本如資訊成本、議價成本、傳遞成本、運輸成本及監督成本

等 (Hennart, 1991) 亦相對提高，而當這些成本高於國際化所帶來的利益，則國

際化對績效將產生負向的影響，此觀點亦與內部化理論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在內部化中間財貨市場的觀點一致。 

然而，隨著國際化的程度增加，組織運做的複雜程度亦隨之提高，此時，廠

商若能隨時於海外市場擴張調整其管理能力，亦能保有良好的績效，故廠商之所

以在國際化後期階段降低了廠商績效，主要原因之一為廠商本身的管理能力限制

了其海外市場的擴張，亦即支持公司成長理論的觀點 (Penrose, 1959)，公司之所
以沒有辦法無限制擴張，管理能力扮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了上述理論涵意之外，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變數的衡量、理論一般化，以及

國際化與績效實證結果的分歧加以說明。 

一、過去文獻在國際化的衡量上大都從歐美大型廠商的觀點出發，但其所使

用的國際化替代變數或多項目構念未必完全適合亞洲或規模較小的企業，因此近

來研究日本廠商的學者 (例如：Geringer et al., 2000; Lu and Beamish, 2001) 即以
出口為國際化的其中一個替代變數，而 Aulakh et al. (2000) 亦認為新興市場國家



之國際化進程仍屬早期階段，故亦以出口為衡量指標。在本研究中，亦認為台灣

廠商相較於歐美大廠，國際化的階段仍屬早期 (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約為

30%)，故以出口為國際化的替代變數，經由五個量化研究的檢視，亦得到頗為

一致的結果，故認為將出口視為國際化的替代變數，為適合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

國際化發展階段之衡量變數。再者，關於產品差異化能力的衡量，過去歐美文獻

皆以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視為替代變數，本研究認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在跨足

海外市場時，以研發密集度為產品差異化能力的替代變數，較能反映出其在績效

上的提昇。 

二、本研究為強化理論的一般化能力，同時以不同的資料庫 (行政院主計處
之大型資料庫及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廠商規模 (同時涵蓋大型企業與中小企
業)，以及研究設計 (同時涵蓋橫斷面與縱斷面) 檢視國際化程度、產品差異化能

力與績效之關係，以補過去小型樣本推論之缺失。此外，以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

之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彌補過去以歐、美、日多國企業為研究對象之缺失，亦

增加相關理論的外部效度。 

三、本研究根據量化研究倒 U 型之結果，進一步地選擇三家個案廠商進行

深入訪談，研究結果亦為過去國際化與廠商績效於實證上的分歧 (正向、負向或
非線性) 做了更進一步的解釋。亦即廠商的管理能力可以調節 (moderate) 國際
化與廠商績效的關係，在面對海外市場擴張所面臨的複雜度增加，廠商若能適時

調整其管理能力，即使處於高度國際化的狀況，亦能保有優良的廠商績效；反之，

若廠商之國際化程度仍未達國際化之最適點，但其管理能力始終沒有在海外市場

擴張的過程中做適時的調整，亦有可能產生績效不佳的狀況。因此本研究認為過

去實證文獻的分歧結果，有可能忽略此一管理能力變數之結果。值得更進一步地

探討。 

最後，本研究針實務上的涵意加以說明。 

首先，本研究將出口額佔總銷售的比例視為國際化程度的指標，簡單及清楚

地提供廠商檢視國際化程度的方式，而廠商更可隨時以該指標時時檢視公司的海

外擴張情形。 

再者，本研究發現廠商國際化程度對績效的關係呈現倒 U 型的關係，亦即

國際化對廠商績效有一正向的影響，但當國際化活動超過了最適水準之後，會使

廠商之邊際成本大於邊際利益，不利於績效的提昇，因此本研究結果可供廠商從

事海外擴張策略之參考。但本研究結論為透過所有台灣廠商之平均水準所得到的

結果，實際上不同的廠商或不同的產業所呈現出之最適水準皆有可能不盡相同。

但個別廠商可以本研究所得到之迴歸方程式為基礎 (假設 A迴歸方程式為：績效

=α國際化程度+β產品差異化能力+γ其它控制變數)，將該公司 (假設為 J公司) 

之變數代入 A迴歸方程式，若原本台灣廠商於 A迴歸方程式中所呈現之廠商績



效為 0.05，而 J 公司將該公司之相關變數代入 A 迴歸方程式後所得到之廠商績

效為 0.03，則表示 J公司之績效表現低於台灣廠商的平均水準。顯示出 J公司可

能管理能力不佳使得績效表現不及台灣廠商的平均水準，此時 J公司在管理能力

提昇上必須更進一步的強化。此外，亦可視 J公司投入一單位於國際化程度或產

品差異化能力 (RD與 AD) 對其績效的提昇程度，同時考量廠商本身所擁有的資

源，以決定 J公司選擇從事國際化程度提昇或從事產品差異化能力提昇的優先考

量順序。 

另外，國際化程度與績效的倒 U 型關係隱含著廠商在海外擴張的過程度可

能會有一個平衡點，亦即無限制的海外擴張，不見得一直有助於廠商績效的提

昇，但當廠商的管理能力能夠在海外擴張的過程當中，若能夠在組織結構的調

整、人員的甄選、訓練與配置，以及生產或行銷等相關功能的協調與整合，配合

海外市場的擴張，此時廠商即使國際化程度超過該產業的最適水準，亦有可能依

然能夠在高度國際化的同時保有良好的績效；反之，廠商或許在從事國際化的初

期，雖然尚未超過該產業國際化的最適水準即產生績效不佳的狀況，此亦有可能

廠商的海外管理能力未能跟得上國際化腳步使然。因此，廠商在從事海外擴張的

同時，不容忽視管理能力的調整與配適，亦即管理當局必須重視管理能力於廠商

從事國際化擴張時的重要性，只要該廠商國際化的過程中，始終注意到管理能力

的調適，即使超過該產業之國際化最適水準，亦能維持持續獲利的機會。 

最後，本研究發現影響廠商績效的產品差異化能力為研發密集度，進一步地

瞭解台灣廠商的競爭優勢所在，可協助廠商將有限的資源優先投入於對績效提昇

最高的產品差異化能力上；而進一步地討論另一產品差異化能力 (廣告密集度) 
對中小企業績效的影響發現，兩者之間呈現 U 型的關係，此意謂著廣告密集度

反映在中小企業產品差異化能力，在對績效的影響存在著門檻 (threshold) 效
果，亦即廠商投入在廣告的支出，若未達最低門檻，則廣告的投入並無法為公司

帶來更多獲利，故本研究結果當可提供中小企業於有限資源下，從事行銷策略的

思考方向。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針對後續研究的部份，本研究提出細緻化 (fine-grained) 國際化程度、中介

變數及干擾變數三個方向提供參考。最後並針對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關係之再

討探提出建議。 

本研究雖將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額視為國際程化程度的指標，但事實上，對

一個廠商而言，國際化所涵蓋的構面甚廣，因此，未來研究應該針對國際化的概

念更進一步的細緻化。例如：在本研究個案中，P公司與H公司一開始皆透過貿
易商間接出口，之後才接觸代理商或經銷商直接出口，然而兩種出口方式對廠商

成本及利益的考量具有很大的差異，進而直接影響到廠商的績效，因此，未來研

究若仍以出口為國際化的衡量指標，建議應該區分為間接出口及直接出口。此

外，隨著台灣廠商國際化程度日益提高，愈來愈多的廠商到海外設立子公司，對

於高度國際化的廠商而言，海外子公司的數目可能為較合適之國際化衡量方式。

例如：在本研究個案P公司出口佔總銷售額比例超過 95%，但僅在越南擁有一家
製造子公司；另一個案A公司出口佔總銷售額比例約為 80%，但在全球 16 個國
家擁有近 20家子公司 (包括製造與銷售)。若僅以出口為衡量指標，則可能產生

偏誤；若出口與海外直接投資分別探討，可能更能深入瞭解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

關係1。 

根據資源基礎理論及內部化理論，廠商進行國際化乃是自擁優勢的延伸，因

此，較類似「能力 (優勢) → 國際化 → 績效」的路徑，但亦有學者 (例如：
Dess et al., 1995; Hitt et al., 1994) 持廠商乃是於國際化之後才提昇其能力的觀

點，較類似「國際化 → 能力 (優勢) → 績效」的路徑，此部份的因果關係值

得後續研究透過長期資料加以探討。此外，亦有學者指出，台灣廠商的網絡關係

在國際化過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國際化的前置 (antecedent) 變數亦值

得後續深入研究。  

在干擾變數的部份，除了本研究先前討論的產品差異化能力 (研發密集度與

廣告密集度) 與國際化程度交互作用值得再更進一步地探討之外，在本研究個案

中，P公司及 A公司於在海外市場擴張的過程中能夠隨時調整組織結構、人員、
各種能力的配置，使得公司一直維持良好的績效，因此管理能力或高階團隊的整

合能力 (Reuber and Fischer, 2002) 在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干擾角色，值得後續
研究加以探討。 

有關產品多角化在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干擾角色已有學者加以探討 
(Geringer et al, 2000; Qian, 2002)，本研究限於資料的限制，無法結合此部份加以

討論，但從事產品多角化與無從事產品多角化的廠商，或產品多角化程度不同的

                                                 
1 此部份已有初步的探討，結果請見附錄五。 



廠商，其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關係亦可能不相同 (Hitt et al., 1997)，因此建議後
續研究同時探討兩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此外，過去的西方文獻在此兩者策略

的順序上，往往假設廠商先從事產品多角化，進而國際多角化 (例如：Dess et al., 
1995; Hitt et al., 1994)，然而，台灣廠商限於國內市場有限的情況下，往往一開
始即投入海外市場 (例如個案 P公司及 A公司)，因此針對此類 Born Global廠商
進一步地探討，有助於更瞭解台灣廠商的國際化行為，且許多台灣廠商在多角化

策略的思考上，常是待海外市場穩固之後，才進一步地思考產品多角化的策略 
(個案 P公司)，故產品多角化與國際多角化的先後順序亦值得更進一步地分析與

討論。 

雖然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非線性倒 U 型關係普遍受到學者的認同 (Aulakh, 
et al., 2000;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Qian, 2002)，但 Riahi-Belkaoui (1998) 的研究
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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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如 Contractor et al.. (2003) 所
提出之 S型關係，但卻亦有學者發現 U型的關係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似乎又讓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非線性關係陷入分歧的階段，因此，後續研究值得針

對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非線性關係的形狀 (shape) 做更深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