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產業分群 

分類群體名稱 SIC分類編號 分類細目 
13 紡紗業 

織布業 
繩、纜、網、氈、毯製造業 
印染整理業 

  

紡織、成衣、服飾品 
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 

14 梭織成衣業 
針織成衣業 
紡織帽製造業 
紡織鞋製造業 
服飾品製造業 

   
21 基本化學材料製造業 

人造纖維製造業 
合成樹脂、塑膠及橡膠製造業 

  

化學材料 
製品製造業 

22 塗料、漆料、顏料及相關產品製造業

藥品製造業 
清潔用品製造業 
化粧品製造業 

   
24 橡膠製品製造業 橡膠及塑膠製品製造業 
25 塑膠製品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29 鍋爐及動機製造修配業 

農業及園藝機械製造修配業 
金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業 
建築及礦業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事務機器製造業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修配業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 
製造修配業 

31 電力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 
家用電器製造業 
照明設備製造業 
資料儲存及處理設備製造業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電池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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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影響大型廠商及中小企業分類之 Logistic迴歸分析 

變數 估計係數  標準誤 Wald-值 
截距項 -5.452*** 0.464 138.053 
廠商規模 0.024 0.001 334.496 
廠商績效 -0.806 1.328 0.368 
資本結構 -0.848* 0.499 2.892 
廠齡 0.033*** 0.011 9.400 
股權結構 0.390 0.350 1.242 
產品多角化 -0.060 0.258 0.053 
國際化程度 0.673*** 0.256 6.890 
研發密集度 11.198** 5.263 4.527 
廣告密集度 -5.449 6.845 0.634 
Model Chi-square 1690.931***   
Nagelkerke R2 0.816   
正確分類—中小企業 94.0 %   
正確分類—大型廠商 88.8 %   
正確分類—整體廠商 91.6 %   
註: 1樣本數 = 1791； 
   2.應變數編碼 1=大型廠商；編碼 0=中小企業； 

3.產品多角化編碼為 1表示廠商曾從事產品多角化活動， 
大型廠商與中小企業的比率分別為 12.7%及 20.8%；     

4. *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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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中小企業交互作用項之階層迴歸分析 

 無控制固定效果模型

(No fixed effects control)
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s Model) 
隨機效果模型 

(Random Effects Model)
變數 估計係數 t 值 估計係數 t 值 估計係數 t 值 
截距項 0.046 3.970***   0.044 3.571***
       

控制變數       
廠商規模 0.032 5.378*** 0.031 5.166*** 0.032 5.228***
       

資本結構 -0.118 -12.932*** -0.120 -13.081*** -0.120 -13.052***
       

產品多角化 0.003 0.675 0.004 0.651 0.003 0.658 
       

廠齡 -5.14E-05 -0.197 2.59E-04 0.844 1.74E-04 0.591 
       

股權結構 0.004 0.384 0.004 0.407 0.004 0.400 
       

紡織成衣業 -0.025 -3.613*** -0.024 -3.486*** -0.024 -3.523***
       

橡膠塑膠業 -0.011 -1.671* -0.010 -1.520 -0.010 -1.562 
       

機械設備業 -0.010 -1.668* -0.010 -1.544 -0.001 1.579 
       

電力電子業 -0.012 -1.996** -0.011 -1.806* -0.012 -1.859* 
       

解釋變數       
國際化 0.040 1.738* 0.042 1.836* 0.041 1.812* 
       

國際化2 -0.041 -1.786* -0.043 -1.870** -0.042 -1.850* 
       

研發密集度 0.857 3.93*** 0.847 3.886*** 0.850 3.900***
       

廣告密集度 -0.242 -1.502 -0.274 -1.692 -0.265 -1.641 
       

國際化*研發 -1.118 -2.445** -1.076 -2.353** -1.088 -2.380**
       

國際化*廣告 0.685 1.750* 0.698 1.786* 0.694 1.775* 
F值 16.50*** 14.97*** NA 
Adjusted R2 0.1952 0.1984 0.2077 
△Chi-square  5.952*  
Hausman test   0.03 
註：1. 樣本數 = 966； 

2. 產業之控制組為化學材料業； 
3. * p<0.1,** p<0.05, ***p<0.01； 
4.廠商規模=log員工總人數； 
5.隨機效果模型之調整後判定係數乃以 GLS (General lease squares)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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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個案訪談大綱 

國際化程度、產品差異化能力與績效之關聯性—台灣企業之實證研究 
 

學校科系 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博士班 
指導教授 于卓民博士、別蓮蒂博士 
研 究 生 喬友慶 
聯絡方式 TEL：0928197122；Email：g9355501@m1.cc.nccu.edu.tw 

一、訪談主題 

台灣為一海島型經濟，內需市場有限，因此，在企業成長的過程中，企業走

向國際化已成為重要的策略考量。因此，本訪談的主要問題為：貴公司在管理上

是如何調整以因應海外市場的複雜性？隨著國際市場的擴張 (如海外銷售額的
增加和銷售國家的增加)，管理的複雜程度必然增加。本訪談的主要目的，即在

瞭解當公司面對這種複雜的增加，是採取那些因應之措施 (這些措施包括管理制

度的調整、人才的培訓及研發的投入等等)。 

二、訪談問題 

1. 貴公司的成立背景為何？ 

2. 請描述貴公司的成長過程為何？ 

3. 貴公司於何時開始從事外銷 (出口)？ 

4. 貴公司從原本經營國內市場改為外銷的原因為何？ 

5. 請描述貴公司從開始出口到設立海外子公司的整個過程。 

6. 貴公司一開始出口到什麼國家？目前外銷的訂單來自於哪些國家？ 

7. 當客戶愈來愈多，市場愈來愈分散，在管理上有無遇到什麼樣的困難？公司

在管理這些客戶或市場時該如何來調整呢？請分別就產品、行銷、人力資源、

研發及財務管理各功能，以及組織結構上之調整加以描述。 

8. 貴公司有沒有什麼特殊的技術 (競爭優勢或核心能力) 或超越同業競爭的特
殊能力？ 

9. 貴公司有無定期出國參加展覽或在雜誌上刊登廣告？ 

10. 產品在銷售到不同國家時，有無遇到任何特殊的狀況？如何來適應及調整

呢？ 

11. 整體而言，您認為能夠一直讓貴公司持續獲利的最主要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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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FDI對出口干擾效果之初步分析 

過去學者在使用國際化變數時，有各種不同的衡量方式 (見論文 14 頁之整
理)，發現大部份學者在使用國際化之操作性定義時，大都受限於次級資料的限

制，本研究亦是如此，在次級資料庫中關於國際化的相關變數僅有出口的相關資

料。但事實上，若能將國際化分為出口與 FDI，亦能夠有更多的管理意涵。如

Lu and Beamish (2001) 以日本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的實證，即發現兩者對廠商績

效的影響是不同的。 

本研究一開始皆以最新 (行政院主計處1996 年資料及 2000 年台灣新報資料

庫) 的資料庫加以分析探討，但在第六章以長期觀點分析中，整理 1991 年的資

料時，發現該年度有調查FDI的資料，其以該廠商FDI的件數為操作性定義，亦

有學者採此種方式衡量 (Delios and Beamish, 1999)，因此，本研究針對此資料再

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以行政院主計處1991 年資料之大型廠商為例)。研究結果如
下表及圖所示，亦即出口對廠商績效的影響仍為倒U型的影響，但FDI對出口與
廠商績效間的關係有一顯著地負向干擾效果。 

 
FDI對出口干擾效果模型之分析結果 

變數 估計係數 t 值 
截距項 0.025 1.143 
   

控制變數   
廠商規模 0.018 2.049*** 
   

資本結構 -0.098 -7.470*** 
   

化學材料業 0.022 2.094** 
   

橡膠塑膠業 0.007 0.405 
   

機械設備業 0.033 2.780*** 
   

電力電子業 -0.001 -0.082 
   

解釋變數   
研發密集度 0.294 2.057** 
   

廣告密集度 -0.078 -0.487 
   

出口 0.059 1.935* 
   

出口2 -0.059 -2.109** 
   

FDI 0.007 1.548 
   

FDI*出口 -0.011 -1.925* 
F值 9.664*** 
Adjusted R2 0.153 
註：1. 樣本數=577；2. p<0.1,** p<0.05, ***p<0.01；3. 產業之控制組為紡織成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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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對出口的干擾效果模型 (**表示顯著；N.S.表示不顯著) 

根據國際化進程模式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廠商跨足海外市場的涉入
程度將逐漸增加，因此當廠商國際經驗愈來愈豐富時，對海外市場的承諾愈高

時，即有可能採取 FDI 之進入模式。內部化理論的學者認為，廠商可以藉由出

口或 FDI將產品銷售於海外市場以獲取經濟利益 (Buckley and Casson, 1976)。雖
然以出口的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在資本投資上擁有較低的涉入風險，但當廠商所擁

有的資產據有專屬性質時 (例如：專利、商譽和品牌權益等)，則出口模式可能
因經銷商具有投機主義而面臨較高的風險，此時透過 FDI 將國外市場內部化以
降低風險常為廠商考量的進入策略 (Hennart, 1982; Rugman, 1981)。雖然 FDI具
有內部化的優勢，但 FDI 必須在海外市場擁有較高的承諾，亦即相對地其所投

入的資源較難回覆及不具彈性，同時相對於出口必須承擔較高的投資風險，諸如

地主國政治風險及當地市場變動等因素。此外，廠商開始從事 FDI 時，將面臨

到外國廠商之不利生存性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Hymer, 1976; Buckley and 
Casson, 1976)，此不利生存性亦謂著海外廠商較地主國競爭者擁有較高營運成

本，因此對於台灣廠商而言，當廠商從出口轉為 FDI 時，於海外設廠之初，外
國廠商之不利生存性可能會負向干擾出口與廠商績效的關係。近來亦有 Lu and 
Beamish (2001) 以日本廠商為對象，探討出口、FDI與績效的關係，他們的研究
結果與本研究初步的探討並不完全一致，故本研究關於 FDI 對出口與績效關係
的干擾效果將在後續研究中再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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