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理論背景與研究命題 

本章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敘述國際化定義及國際化程度衡量指標之探討；

第二節回顧國際化與廠商績效之相關實證研究；第三節推導研究命題及研究架

構 ，包括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的關係、產品差異化能力與廠商績效的關係，

以及針對管理能力於國際化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加以說明。 

 

第一節   國際化的定義及國際化程度衡量指標之探討 

文獻中對國際化的定義及國際化程度之衡量頗為分歧，因此本研究先針對此

兩個概念加以討論。在企業成長上，國際化實已成為策略發展上的重要議題，雖

然此議題於歐美先進國家早已行之多年，但時至今日，學者們對於「國際化」的

定義尚無一致的看法。Vernon (1966) 指出，廠商國際化應是連續性階段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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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認為

國際化是指廠商對海外活動的態度或在海外已實際從事的活動；亦有學者將國際

化定義為廠商及其管理當局對於從本國市場以外的營業來源，其承諾的程度與型

式。雖然大部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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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Hitt et al. (1997) 認為廠商的營運活
動進行跨國界的拓展 (無論是銷售、製造或研發活動進入不同的地理區域或海外

市場)，都可以稱為國際化。Annavarjula and Beldona (2000) 在回顧國際化相關定
義之文獻後，認為可從以下三個觀點來定義廠商的國際化：海外生產(Operations) 
的觀點；海外資產擁有權 (Ownership) 的觀點；管理風格、策略及結構是否傾向

國際化導向 (Orientation) 的觀點。Dunning (1993) 則認為廠商的國際化程度，

可以從以下六構面加以探討： (1)廠商擁有或控制的海外子公司 (或關係企業) 
之數目與規模；(2)廠商在海外從事附加價值活動的國家數；(3)所有海外分支機
構的資產、收入、所得或員工數佔全公司的比例；(4)管理階層或股東的國際化

程度；(5)高附加價值活動的國際化範圍，例如研發活動的國際化程度；(6)廠商
管理跨國經濟活動而得的系統性利益之範圍與型態。 

由上述國際化定義可知，廠商國際化活動為一動態且連續的過程。在國際化

過程中，企業之動機與所採用的模式會隨策略變動而不斷地調整，其國際化之作

為也會因而改變，進而產生不同的營運結果。針對這些現象，學者們各有不同的

觀點與解釋，也因此在國際化程度的衡量指標上亦不盡相同。本研究參考過去文

獻 (Hitt et al., 1997)將「國際化程度」定義為：「廠商的擴張活動跨越國界進入到

不同的市場或區域」。 

Sullivan (1994) 將過去學者所使用的國際化衡量構面加以歸納整理，分類為

績效 (performance) 屬性、結構 (structural) 屬性及態度 (attitudinal) 屬性。績效
屬性包括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例、研發支出密集度、廣告支出密集度、出



口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例及海外利潤佔總利潤之比例；結構屬性包含海外資產

佔總資產的比例、海外子公司數佔總子公司數的比例；態度屬性包括管理高層的

國際化經驗及國際營運的心理分散度。前兩者屬於客觀績效，而後者較屬於主觀

績效。根據 Grant (1987) 的研究，兩者之間的結果極為接近。以下即根據 Sullivan 
(1994) 所提出的三構面對國際化的衡量加以探討。 

績效屬性主要在衡量企業的那些部份往海外移動 (“what goes on overseas”) 
(Vernon, 1971)，其中最常使用的國際化指標為「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

(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 FSTS)」(Horst, 1972; Shaked, 1986;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Geringer et al., 1989; Collins, 1990; Jung, 1991; Tallman and 
Li, 1996)。但有些學者認為該指標只能代表廠商對於海外市場的依賴程度，無法

全面性地代表廠商國際化程度，須搭配其他類型的指標，較能衡量國際化發展的

程度(Sambharya, 1995;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此外，Errunza and Senbet 
(1984)使用的「海外銷售額 (foreign sales)」及 Grant et al. (1988) 所使用的「本國
以外之營運收入佔總收入之比例 (foreign revenue/total revenue)」亦屬於績效屬性
指標。值得一提的是，Sullivan (1994) 在其所建構的國際化指標中之所以包含了

「研發支出密集度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及「廣告支出密集度 
(advertising intensity)」兩個項目，乃因其認為上述兩項可視為廠商在國際市場上

爭取市場佔有率的利器，因而可間接解釋一部份的國際化發展，故亦視為衡量國

際化程度之一種指標。Morck and Yeung (1991) 在檢視國際化對投資人的價值研
究中，發現研究發展與廣告支出費用在廠商 Tobin q (績效指標) 的正向影響可藉
由國際化予以強化，但是國際化本身，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結構屬性的國際化衡量指標主要在探討企業的那些資源向海外移動 (“what 
resources are overseas”) ( Stopford and Wells, 1972)。例如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與 Sambharya (1995) 以「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例(foreign asse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ts, FATA)」當做國際化的指標，但其對績效的影響並不很明確。此外，

亦有學者以廠商海外子公司數 (Errunza and Senbet, 1984; Morck and Yeung, 1991; 
Sambharya, 1995) 及廠商設立海外子公司之國家數 (Brewer, 1981;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Morck and Yeung, 1991; Tallman and Li, 1996) 做為國際化的指
標。近來學者亦常以 Entropy指標 (Eruunza and Senbet, 1984; Hitt et al., 1997; Kim, 
Hwang, and Burgers, 1989; Qian, 2002; Sambharya, 1995; Wan, 1998) 來衡量國際

化程度，因其不僅可以算出海外子公司數，尚包含了平均度的概念，亦即可藉由

該指標了解廠商海外子公司在各區域的平均分散度。 

態度屬性的國際化衡量指標是想要了解企業內部的管理高層對於國際化的

態度為何  (“what is top managemen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Perlmutter, 
1969)，此項指標較為主觀，亦較難予以精確的衡量。例如「管理高層的國際化

經驗 (top manag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MIE)」；另一個常用的態度屬性指標

則是「國際營運的心理距離分散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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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綜合上述實

證研究，本研究將學者之研究在國際化定義上所使用的分類基礎及操作性定義歸

納如表 2.1所示。 
表 2.1  國際化與其操作性定義之分類 

分類基礎    單一項目/單一構面之研究  操作性定義
資產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Sambharya (1995)  FATA 
     

海外銷售

額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Geringer et al. 

(1989); Geringer et al. (2000); Horst (1972); Michel 
and Shaked (1986);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Shaked (1986); Siddharthan and Lall (1982);Tallman 
and Li (1996); Jung (1991);Yoshihara (1985) 

 FSTS 

     

海外收入  Riahi-Belkaoui (1998)  FRTR 
     

出口銷售

額 

 Aulakh et al. (2000); Geringer et al. (2000); Lu and 
Beamish (2001)  

 ESR 

     

海外子公

司數 
 Errunza and Senbet (1984); Morck and Yeung 

(1991); Sambharya (1995) 
 OSC 

     

國家數  Brewer (1981); Morck and Yeung (1991); Sambharya 
(1995);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OCC 

     

海外投資

件數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FDI 

     

分類基礎    多項目/單一構面之研究  操作性定義
多角化  Kim et al. (1989); Kim et al. (1993); Sambharya 

(1995);Hitt et al. (1997);Wan (1998) 
 Entropy 指

標 
     

營運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Contracotr, et al. 
(2003) 

 FSTS, 
FATA, OCC, 
OSTS 

     

多角化  Zahra et al. (2000)  
 

 OCC, TD, 
CD, GD, 
FMS  

     

分類基礎  多重構面/單一指標之研究  操作性定義
績效；結

構；態度 
 Sullivan (1994)  FSTS,FATA, 

TMIE,PDIO, 
OSTS 之綜
合指標 

註：FSTS 為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FRTR 為海外收入佔總收入之比例；ESR 為出口銷
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FATA 為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例；OSC 為海外子公司數；OSTS
為海外子公司數佔總子公司數之比例；OCC為廠商擁有海外子公司的國家數；TMIE為高階
主管的國際化經驗； PDIO 為國際營運的心理分散度；Entropy 指標為衡量廠商海外營運分

散於不同區域的平均度；TD 為技術多角化；CD 為文化多角化；GD 為區域多角化；FMS
為海外市場區隔 



第二節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相關實證 

雖然國際化發展在廠商績效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兩者之間的關係至

今尚未定論。Ramaswamy (1995) 在回顧了相關的實證研究後，得到了以下的結

論：「在明確地瞭解國際擴張在組織績效上的影響仍然令人困惑」(p.232)，且「實
證研究對於國際化能夠產生優越的公司績效之能力尚無定論」(p.237)。因為，有
些研究發現正向的結果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Grant, 1987；Haar, 1989)，有
些研究則發現具有負向的關係，甚至有些研究發現兩者之間不具任何關係

(Siddhartan and Lall, 1982)。 

傳統理論認為國際化程度愈高，將會達到愈高的績效，但實證研究卻出現不

一致的結果，從表 2.2可看出分歧的實證結果。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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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unza and Senbet (1984);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Han, Lee, and Suk
(1998); Morck and Yeung (1991); Qian (1998); Vernon (1971); Jung
(1991) 

  

負向關係 Brewer (1981); Collins (1990); Michel and Shaked (1986); 
Siddharthan and Lall (1982) 

  

非線性關係 Contractor et al., (2003); Geringer et al. (198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Qian (2002); Riahi-Belkaoui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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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確定 Buhner (1987); Geringer et al. (2000); Sambharya (1995); Shaked 
(1986); Tallman and Li (1996); Wan (1998) 

Errunza and Senbet (1984) 以證券市場的次級資料研究廠商國際化與其績效

之關係，發現國際化程度愈高的廠商，將具有愈好的市場評價；Grant(1987)與
Grant et al. (1988) 則分別收集 1968-1984 年與 1972-1984 年間共 304家英國廠商
的長期資料，發現國際化會導致較佳的獲利。此外，Delios and Beamish(1999)的
實證研究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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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投資的國家數或投資件數愈多，其績效愈高。 

除了上述證實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為正向關係的研究之外，仍有研究無法證實

兩者之間具有顯著的關係。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從 1984 年的富比士 
(Forbes) 雜誌中選出 116 家美國企業，將樣本依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率

(FSTS) 與海外資產佔總資產比率 (FATA) 的高低劃分為六組1，以績效為因變數

                                                 
1 分別為 0-10%, 10-20%, 20-30%, 40-50%及 50%以上。 



進行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FSTS在 40-50%及 50%以上的廠商雖然對績效有正向
的影響，但並未達到顯著水準；而FATA在 40-50%及 50%以上對廠商績效的影響
亦產生混淆的現象。Brewer (1981) 與 Buhner (1987) 以股價做為績效指標的實
證研究中發現，國際化與否對廠商績效不會造成顯著的差異； Sambharya (1995) 
針對美國 53 家多國企業進行研究，其實證結果亦發現國際化與廠商績效沒有明

確的關係；Wan (1998) 則是以 81家香港上市公司為實證樣本，研究發現多國企
業與非多國企業在獲利率上沒有顯著的差異。 

此外，亦有學者發現國際化與績效之間具有反向的效果，Michel and Shaked 
(1986) 以 1973-1982 年之 58家美國多國企業與 43家非美籍多國企業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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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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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將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研究之整理摘要於表 2.3所示。從
表 2.3近三十年來之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實證樣本以日本及西方大型製造廠商為

主，近幾年來開始有 NICs (Wan, 1998) 或 LDCs (Aulak et al., 2000) 的樣本，而
在 2000 後開始有中小企業  (Lu and Beamish, 2001; Qian, 2002) 及服務業 
(Contractor et al., 2003) 的探討。關於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衡量指標上並無太大

的改變，大部份仍然以該研究資料庫現有的衡量變數為主，但在實證結果上則可

看出一些趨勢。在 1970 年代及 1980 年代時，學者大都假設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為

一簡單的線性關係，在 1990 年代前後，相關研究開始指出，國際化不僅為廠商

帶來利益，同時亦帶來成本，甚至當廠商處於高度國際化時，其所帶來的成本可

能超過利益 (Aulak et al., 2000; Contractor et al., 2003;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Qian, 2002; 
Riahi-Belkaoui, 1998;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亦即國際化程度對廠商而言並

非愈多愈好，存在一最適門檻值的概念，惟學者所使用之國際化衡量指標不儘相

同 (包括：FSTS、FATA、FITI 及多項目指標等) ，使得計算出來的國際化最適

門檻值亦不相同。 

仔細探討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非線性的實證研究發現，大部份的研究得到倒 U
型的關係 (Aulakh, et al., 2000;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Qian, 2002)，但近來學者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從組織學習的觀點探討德國廠商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關係，得
到 U型的關係，似乎又開始於非線性關係上出現不一致的結果。因此，Contractor 
et al.. (2003) 提出了國際化擴張的三階段理論，認為廠商在國際化早期與績效為

負向關係，中期為正向關係，到了晚期則出現負向的關係，經由實證結果亦得到



其所提出之 S 型關係，而 Riahi-Belkaoui (1998) 更精確地計算出當國際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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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國際化與廠商績效文獻的發展，從一開始的線

性關係，發現有正、有負、亦或沒有關係的結果，到 1990 年代學者們所認同的

非線性關係，但文獻發展至今已開始討論非線性關係的圖形，因為有學者認為倒

U 型、有學者主張 U 型，亦有學者提倡 S 型三階段理論的關係，因此國際化與

廠商績效關係的探討至今仍有多數學者參與討論與研究。 

表 2.3  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研究之整理摘要 
作者(年代)  樣本  國際化衡量

指標 
績效衡量

指標 
實證結果 

Vernon 
 (1971) 

 1964 年

Fortune 500
家廠商 

 FSTS ROS；ROA MNCs較非MNCs 擁
有較高的 ROS及較高
的稅後 ROA 

       
Horst 
(1972) 

 1191家美國
工業廠商 

 FSTS 淨利潤 控制廠商規模後，無法

區分MNCs與非MNCs
在淨利澗上之差別 

       
Buckley, 
Dunning & 
Pearce 
(1977) 

 1972 年 636
家世界大型

MNCs 及
1977 年 866
家 

 FSTS ROA 結果並不是很一致，於

1972 年樣本得到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但在

1977 年並不成立 

       
Brewer 
(1981) 

 1963-1975
年，美國 156
家MNCs與
137家國內企
業 

 廠商從事營
運的海外國

家數

（OCC） 

股價 國際化對MNCs與國內
企業而言，其在風險調

整過的股價報酬上並無

顯著的差異 

       
Siddharthan 
& Lall 
(1982) 

 1972年之500
家美國大廠

及100家非美
國之MNCs 

 FSTS 廠商成長 在控制廠商規模、廣告

密集度、研發密集度、

規模經濟及利潤後顯

示，國際化在廠商成長

率上呈現負向影響 
       
Errunza & 
Senbet 
(1984) 

 60項證券與
市場超額報

酬歷史月資

料 

 FSTS;OSC;
Entropy指
標；海外銷

售額 

超額評價

（excess 
valuation）

國際化程度對評價效果

有正向的影響 

       
Yoshihara 
(1985) 

 118家日本大
廠 

 FSTS ROE MNCs較非MNCs於
ROE上有較好的表
現，但並未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 



表 2.3  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研究之整理摘要（續） 
作者（年代）  樣本  國際化衡量

指標 
績效衡量

指標 
實證結果 

Rugman, 
Lecraw & 
Booth 
(1985) 

 分別為 50
家、50家、20
家、10家及
24家大型美
國、歐洲、日

本、加拿大及

第三世界之

MNCs 

 FSTS ROE 國際化在利潤的影響上

對MNCs而言並不顯

著。大部份的MNCs之
ROE介於 10%-14%之
間，與國內類似規模廠

商之 ROE 類似 

       
Michel & 
Shaked 
(1986) 

 於 1973-1982
年間之 58家
美國MNCs
與 43家非美
國MNCs 

 FSTS 風險調整後

之股價報酬

國內廠商持股人的報酬

高於MNCs持股人的報
酬 

       
Shaked 
(1986) 

 於 1980-1982
年間之 58家
美國MNCs
與 43家非美
國MNCs 

 FSTS ROA；β 國內廠商與MNCs在
ROA上沒有顯著的差
異。MNCs相對於國內
廠商有較低的系統風

險、較高的償還能力、

較低的股權變異，但銷

售成長低於國內廠商 
       
Buhner 
(1987) 

 於 1966-1981
年間之 40家
名西德廠商 

 FSTS 風險調整後

之股價報

酬；ROA；
ROE 

高度國際化之單一事業

廠商績效優於其他廠

商；其他廠商間之績效

並無顯著的差異 
       
Grant 
(1987) 

 於 1968-1984
年之304家英
國廠商 

 FSTS 銷售成長；

ROA；
ROE；ROS

國際化在過去 13 年期

間與利潤呈現正向的關

係 
       
Grant, 
Jammine & 
Thomas 
(1988) 

 於 1972-1984
年間之304家
英國廠商 

 英國以外之營
運收入佔總收

入之比例 

ROA 無法證實國際化程度與

利潤有顯著的負向關係

       
Daniels & 
Bracker 
(1989) 

 116家美國
MNCs 

 FSTS；
FATA 

ROS；ROA 當 FSTS與 FATA增加
至 50%之前，其與績效
呈顯著的正向關係；當

超過 50%時，FSTS和
FATA與績效呈負向的
關係，但此關係並不顯

著 



表 2.3  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研究之整理摘要（續） 
作者（年代）  樣本  國際化衡量

指標 
績效衡量

指標 
實證結果 

Geringer, 
Beamish & 
daCosta 
(1989) 

 1981年之100
家美國與歐

洲大型廠商 

 FSTS ROS；ROA 績效隨 FSTS提高而增
加，但至 60%-80%的國
際化程度後，績效會逐

漸的下降 
       
Kim, Hwang 
& Burgers 
(1989) 

 1982-1985 年

間之 62家美
國MNCs 

 Entropy指
標 

營收及其成

長率；ROA
及其成長率

相關與非相關多角化廠

商的績效隨國際化程度

而不同 
 

Collins 
(1990) 

 Fortune 150
家大廠商 

 FSTS 總風險；槓

桿比率；β

在已開發國家進行 FDI
之MNCs績效與本國廠
商沒有差異；然在開發

中國家營運的MNCs績
效則較其他企業差 

       
Morck & 
Yeung 
(1991) 

 1978 年之

1644家美國
MNCs 

 OSC；OCC Tobin’s Q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的市

場價值呈正向關係 

       
Jung (1991)  美國大型

MNCs ，於
1976 年及

1978 年各有

233家及 178
家樣本 

 FSTS ROA 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

的正向效果非常的微

弱，國際化程度本身對

績效的解釋程度僅約為

2% 

       
Kim, 
Hwang & 
Burgers 
(1993) 

 1982 年

Forbes 125家
美國之

MNCs 

 Entropy指
標 

五年 ROA
平均數；五

年 ROA變
異數 

全球市場國際化與非相

關多角化有助於達成較

佳之風險績效 

       
Sullivan 
(1994) 

 Forbes前 74
大製造業之

MNCs 

 FSTS+FAT
A+OSTS+T
MIE+PDIO

    Sullivan認為其發展出
之國際化指標為衡量國

際化程度之良好指標 
       
Sambharya 
(1995) 

 1985 年

Fortune 53家
美國MNCs 

 FSTS；
FATA；
OSC；
Entropy指
標 

ROS；
ROA； 
ROE；海外
ROS；海外
ROA 

產品多角化與國際化呈

現負向關係；國際化與

產品多角化分別在績效

上皆無顯著影響，但兩

者的交互影響對績效呈

正向關係 
       
Tallman & 
Li (1996) 

 192家美國製
造業之

MNCs 

 FSTS；OCC ROS FSTS對廠商績效無顯
著影響；OCC對廠商績
效具有微弱的正向效果



表 2.3  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研究之整理摘要（續） 
作者（年代）  樣本  國際化衡量

指標 
績效衡量

指標 
實證結果 

Hitt, et al., 
(1997) 

 295家美國製
造廠商 

 Entropy指
標 

ROS；
ROA； 
ROE 

國際化與廠商績呈現先

升後降的曲線關係 

       
Han, Lee & 
Suk (1998) 

 2643家七大
工業國之製

造商 

 FSTS ROE；資產
週轉率；淨

利益 

國際化對廠商有一正向

的影響，但其效果頗為

微弱，僅在英國及義大

利兩獲得實證 
       
Qian (1998)  Fortune 164

家大廠商 
 FSTS ROE 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Riahi-Belka
oui (1998) 

 1987-1993 年

之102家美國
製造廠商 

 F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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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1998)  81家香港上

市公司 
 Entropy指
標 

1990-1992
年的 ROE
平均值、

REO穩定
性、銷售成

長率 

香港的MNCs與國內企
業的績效無顯著差異；

國際化對獲利率無顯著

的影響，而對獲利穩定

性與銷售成長率則呈現

正向關係 
       
Delios & 
Beamish 
(1999) 

 399家日製造
商 

 FDI件數 
、從事 FDI
之國家數 

ROA；
ROS；ROE

廠商從事 FDI的地理範

圍越廣，其績效愈高 

       
Gomes & 
Ramaswamy 
(1999) 

 1990-1995 年

之 95家美國
製造業廠商 

 FSTS+FAT
A+OCC 

ROA；營運
成本佔總銷

售額比例 

國際化與廠商績效在一

最適水準之前會呈現正

向關係；超過最適水準

之後，將呈現負向關係
       
Geringer, 
Tallman & 
Olsen 
(2000) 

 1977-1993 年

之108家日本
製造商 

 FSTS；
EST；IR 

ROS、銷售
成長率 

國際化與績效的關係在

不同的期間有不一致的

結果 

       
Aulakh, 
Kotabe, and 
Teegen 
(2000) 

 1996 年之 80
家巴西廠

商、80家智利

廠及 36家墨
西哥廠商 

 ESR 自行發展之

四項出口績

效指標 

出口多角化對出口績效

呈現倒 U型關係 



表 2.3  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研究之整理摘要（續） 
作者（年代）  樣本  國際化衡量

指標 
績效衡量

指標 
實證結果 

Lu and 
Beamish 
(2001) 

 1986-1997 年

之164家日本
中小型製造

廠商 

 ESR、FDI
件數 
、從事 FDI
之國家數 

ROA、ROS ESR對績效有負向的顯
著影響；FDI件數與績

效呈現 U型關係 

       
Ramírez-Al
esón and 
Espitia-Escu
er (2001) 

 1991-1995 年

之103家西班
牙製造商 

 Entropy指
標 

ROA, Tobin 
q 

國際化對 ROA沒有影
響；國際化對 Tobin q
呈現倒 U型關係 

       
Kotabe, et 
al., (2002) 

 1987-1993 年

之 49家美國
大型製造商 

 FITI ROA 國際化本身對績效並無

影響 

       
Qian (2002)  1989-1993 年

之 71家美國
中小型製造

商 

 FSTS ROS 國際化與績效呈現倒 U
型關係 

       
Contracotr 
et al., (2003) 

 1983-1988 年

之103家美國
服務業 

 FSTS+FITI
+OSTS 

ROS 國際化與績效的關係為

先正向後負向再正向的

關係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1993-1997 年

之 84家德國
大型製造商 

 FSTS ROA 國際化與績效呈現U型
關係 

註：FSTS 為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FITI 為海外所得佔總所得之比例；FETE 為海外員
工人數佔總員工人數之比例；FATA為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例 OSC；為海外子公司數；OSTS
為海外子公司數佔總子公司數之比例；OCC為廠商擁有海外子公司的國家數；TMIE為高階
主管的國際化經驗； PDIO為國際營運的心理分散度；ROA為資產報酬率；ROS為純益率；

ROE 為股東權益報酬率；Entropy 指標為衡量廠商海外營運分散於不同區域的平均度；ESR
為外銷額/總銷售額；IR為海外子公司之銷售額/子公司之銷售額+出口額 

 



第三節 研究命題及研究架構 

一、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關係 

國際化對廠商績效的影響近來受到諸多國際企業及策略管理學者的驗證 
(例如：Aulakh et al., 2000; Contractor et al., 2003; Geringer et al., 1989; Geringer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Kotabe et al., 2002; Qian, 
2002; Lu and Beamish, 2001; 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 
Riahi-Belkaoui, 1998;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Tallman and Li, 1996)，前者傾向
於透過海外直接投資或內部化理論來解釋國際多角化，後者則以廠商的資源基礎

觀點、交易成本理論，亦或組織學習理論加以解釋，本研究將同時加以探討，以

進一步地瞭解變數之間的關係。 

(一) 國際化的利益 

選擇從事國際化策略的行為，已成為廠商尋求新市場的機會及改變現有環境

最大的動機 (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然而，廠商在跨足海外市
場營運的同時亦面對了新的挑戰，以及當地和國際間的競爭 (Hitt et al., 1997)。
傳統的海外直接投資理論認為國際多角化愈高，則廠商績效愈高，因為廠商只有

當其所賺取的報酬大過於其在母國所賺取的利潤，才會進行海外擴張行為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Hymer, 1976)。此外，尚有諸多學者從不同的觀點探討

廠商國際化的相關研究，例如：Dunning (1988) 及 Hymer (1976) 從 FDI的觀點、
Vernon (1966) 從國際產品生命週期的觀點、Caves (1996) 及 Yu and Ito (1988) 
從寡佔互動的觀點、Grant (1987) 及 Rugman (1981) 從多國企業營運的觀點
等，大都認為國際化對廠商提供了正面的利益。 

廠商從事海外擴張的目的雖然不儘相同，但對於「尋找市場」或「尋找資源」

的多國企業而言，在海外營運的國家數愈多，廠商愈有從事套匯、區隔市場及差

別取價以獲取更多利潤的空間。前者廠商擁有較佳之市場掃描能力，故能應用其

全球市場的力量 (Grant, 1987) 以延伸該廠商之產品生命週期 (Vernon, 1966)；後
者廠商可以利用接近低成本的原料及廉價的勞工 (Annavarijula and Beldona, 
2000;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同時將於各國所習得之當地知識及能力移轉至

其它國家。因此，大部份的國際企業學者都認同國際化對廠商而言的確提供了一

些優勢，例如：廠商可以內部化來擴展海外市場，以克服市場不完美的限制 
(Rugman, 1981)。Hymer (1976) 指出，當要素市場或產品市場不完美時，廠商可

將本身的無形資產 (例如：先進的技術知識、專利權、商標權、商譽、學習經驗、

組織能耐、管理能力等等) 發展為廠商自擁優勢 (firm-specific advantage)，進而
從事國際營運。因此，廠商將其組織能耐及核心能力應用於海外市場上，得以提

升廠商的獲利能力。 



從多國企業組織內部環境的觀點視之，國際化所帶來的利益並非在反映外部

環境所帶來的機會，而在於多國企業善用組織間的資源，使子公司之間達到最有

效率以產生競爭優勢，亦即多國企業各子公司間的國際資源有效移轉，以及整合

各子公司間的資源、系統及相關流程等所建構之核心能力，為當地營運廠商所不

及。同樣地，資源基礎理論的觀點 (Fladmoe-Lindquist and Tallman, 1994)，國際
化之所以被認為能夠為組織帶來顯著的績效有許多原因，例如：透過母子公司間

的資源分享與協調，得以產生更大的綜效或範疇經濟 (Grant et al., 1988)；藉由
標準化產品、合理的生產及協調關鍵資源的功能及整合不同海外區堿的市場，以

達到規模經濟的機會 (Hitt et al., 1997)；促進和導入新產品發展的能力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據此，廠商得以透過學習與創新增加他們的效能與效率，故

如 Kim et al. (1993) 所提，國際化提供廠商學習與發展多角化能力的機會，亦即

將資源應用於海外市場上，讓廠商有更多的機會達成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及學習

的目的 (Kogut, 1985)。藉由跨入國外市場的營運，母公司的固定成本及研發支
出也可以快速地於多個國家予以分攤 (Kogut, 1985; Porter, 1985)。 

國際化進程模式及區位選擇的相關研究顯示，海外擴張的利益之所以高於伴

隨而來的成本，乃是因為組織在尋求建立海外市場時，傾向於選擇地理及文化距

離接近母國的地區 (Davidson, 1980；Johanson and Vahlne, 1977；Papadopoulos and 
Denis, 1988)。相關研究指出，對海外目標市場的熟悉度 (即與母國文化的相似性) 
為區位選擇的重要驅動力，因為市場相似性使得廠商對於海外市場的管理機制、

消費者偏好、配銷體系等較能掌握，亦即廠商在相似的區位上較易將母國的核心

能力移轉，進而轉換為較高的獲利。而在針對區位選擇研究的文獻回顧中觀察

到，幾乎所有廠商在首次區位選擇上，大多仍以心理距離、文化距離及地理距離

為考量依據 (Papadopoulos and Denis, 1988)。 

(二) 國際化的成本 

廠商從事國際化雖然能夠為組織帶來諸多利益，然而，國際化對廠商而言並

非無風險。相對於廠商在國內市場營運而言，海外市場的營運增加了不確定的風

險，諸如地主國市場的不同消費者偏好、地主國的法令規章、當地廠商或國際競

爭者的仇視等等，都有可能因疏忽或不瞭解而造成龐大的損失 (Mitchell et al., 
1992)。從事海外營運擴張，亦有可能導致組織本身的問題，例如規模擴大及複

雜程度的增加，使得多國公司相對於國內廠商有較高的監督成本 (Geringer et al., 
1989)。Hennart (1991) 根據交易成本理論指出，廠商進行海外直接投資可能產生

相關的成本包括資訊成本、執行成本 (enforcement cost)、議價成本 (bargaining 
cost)、偵察成本 (detection cost)、傳遞成本 (delivered cost)、運輸成本、生產成
本、監督成本等 (見 Hennart, 1991之討論)。此外，以內部化理論的觀點看廠商

FDI的行為時，內部化亦產生了資源成本、溝通成本、政治風險成本及行政管理

成本 (Buckley and Casson, 1976)。資源成本提高乃是假設內部化會將外部的單一
市場分割成許多獨立的內部市場，使得分割後之內部市場各自追求自己的最適規



模，若各小市場配合整體的最適規模加以調整，反而降低了經濟效率。 

溝通成本的增加可為三部份：(1) 內部化市場後，廠商內部的會計與控制資
訊需要更多的流程，因為外部市場所提供的資訊不足以進行理性決策；(2) 市場
分成許多小市場後，各小市場皆有自已的溝通系統，提高了經常支出 
(overhead)；(3) 為確保市場資訊的流通，檢驗市場資訊的正確性有其必要，雖然

一般資訊可透過電傳通訊進行，但若涉及現場檢驗時，則距離的因素無形中提高

了許多溝通成本。整體而言，溝通的成本主要來自於市場區域間的距離，以及市

場相異性 (包括：語言、社會環境及經濟環境間的相異程度)，且在溝通的階段
中 (包括：編碼、傳送、解碼及檢查) 往往因語言、社會環境及經濟環境間的相
異程度使得溝通容易產生誤解，進而提高了溝通成本。此外，在政治風險成本的

部份往往為國外所有權與控制權的不確定性，當地政府為保護該國企業而以沒收

作為威脅，往往提高了多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成本。最後，市場內部化後，牽涉到

多個工廠及多種貨幣等處理，亦無形中提高了多國公司的管理成本 (Buckley and 
Casson, 1976)。因此，Buckley and Casson (1976) 強調中間財貨市場的內部化原
則為將市場內部化直到邊際利益等於邊際成本，此原本隱含著廠商的國際化有一

最適 (optimal) 水準的考量，並非一味地進行國際擴張，即可帶來利益。 

(三) 出口的利益與成本 

過去文獻大都以 FDI 理論的觀點探討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關係，但相較於

歐、美、日廠商而言，開發中國家廠商國際化程度較低，仍有多數廠商處於國際

化進程的初期階段，因此出口仍為許多廠商主要的國際化活動，因此以下針對以

出口為國際化主要活動的廠商加以探討。 

對出口廠商而言，出口主要產生的利益有下列幾種來源：(1) 出口廠商製造
產品的成本為同一種通貨，但利潤來自於銷售到各國不同的通貨，因此相較於多

國企業而言，出口廠商面臨到較高的匯率風險，因此產生了較高的交易風險，尤

其對台灣出口廠商，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有些國家匯率變動快速，甚而連外匯

期貨市場亦無存在該國貨弊之交易買賣，此時，出口多角化的主要利益之一為藉

由在多個國家的產品貿易，將交易風險降低 (Dominguez and Sequeira, 1993)；(2) 
廠商可藉由專注在相似的顧客區隔，以增加服務及產品在市場的涵蓋範圍，尤其

對許多台灣企業而言，廠商最強的競爭優勢常常是將產品專注在非常狹窄的市場

區隔，以滿足顧客的特殊需求，但如此專注之市場區隔在國內的潛在市場，往往

非常快速即達到飽和的狀態，因此將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國相同區隔的國家，可為

廠商帶來立即的獲利；(3) 廠商亦可透過出口多角化達到規模的優勢，而 NICs
或 LDCs之政府往往配合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而提供相關出口方案以獎勵廠商

出口，使得廠商積極針對外銷市場來發展產品，因此達到規模優勢的唯一方式即

增加海外銷售額，藉由同時專注在多個海外市場的銷售以提昇利潤；(4) 根據組
織學習 (Kogut and Zander, 1993) 及國際化進程理論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的觀點，出口廠商可以將其在一國累積的知識和經驗移轉至經濟及文化相似的海

外市場；(5) 由於出口廠商同時面對各個國家的不同客戶需求，使得廠商對於市

場的敏感度較高，因此提昇了促進與導入新產品創新的能力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根據上述推論，出口廠商可以藉由將其產品及服務同時專注在

多個海外市場，以延伸其競爭優勢，提昇廠商績效。 

出口對廠商而言一樣會面臨到如 Hitt et al. (1997) 所提及：多國企業在面對
多角化時所帶來的挑戰 (Aulakh, et al., 2000)。廠商在一開始從事國際化時即面臨

到外國廠商之不利生存性 (Hymer, 1976)，此額外的負擔或成本為廠商一開始拓

展海外市場必需面對的。此外，廠商在國際化的初期，營運範圍較小，尚未達到

規模經濟的優勢，且由於海外市場、文化及環境的不熟悉往往面臨較高的學習成

本。當海外市場漸漸增加時，管理出口營運的協調及溝通成本則逐漸提高，此時

經銷商或代理商對出口市場的承諾對廠商的績效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出

口多角化提高時，亦分散了廠商於各個市場的管理資源，減少了支援海外經銷商

相關的行銷活動，因而降低了廠商獲利的機會。此外，經理人在廠商區域多角化

時，必需處理文化相異的市場，因此增口了資訊處理的需求 (Hitt et al., 1997)；
且面對不同國家所產生的各種關稅及非關稅貿易障礙，亦增加了交易成本。綜上

所述，出口廠商在面對海外市場的擴張時，不同國際化程度會產生不同的成本；

若廠商在擴張過程中無法即時調適，管理複雜性的代價將降低出口對績效的正向

影響。 

整體而言，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相對於歐、美及日本廠商在國

際化程度上屬早期階段 (許多廠商仍以出口為其主要的國際化活動)，且在國際
化的過程中大都以循序漸近的方式擴展海外市場，亦即心理距離、文化距離及地

理距離為廠商重要的考量依據之一，使廠商在國際化初期有助於績效的提昇；但

由於台灣為一海島型經濟，內需市場有限，因此廠商莫不積極擴展海外市場，在

海外市場涉入的深度及廣度愈來愈高的同時，亦產生了海外營運複雜性提昇的相

關成本。根據上述推論形成本研究之第一個命題： 

命題一：廠商之績效會隨國際化程度呈現先增後減的倒 U型關係。 
 

二、產品差異化能力與廠商績效之關係 

關於廠商自擁優勢對國際化活動之影響，在過去研究中已有一系列之探討。

Hymer (1976) 首先提出廠商的獨佔優勢在形成國際化的活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其他學者亦認知到，個別廠商所擁有之獨特能力為決定企業從事國際化

活動的重要決定因素 (Hennart, 1991)，並認為廠商的所有權優勢反映了投資國之

資源稟賦及機構環境 (Dunning, 1988)，Porter (1990) 更進一步地推敲上述想法，
認為某些國家中的全球領導產業之所以成功，乃歸因於國家之特殊環境。然而，

這些概念及主張，似乎隱含著立基於國家環境背景之下，探討廠商自擁優勢的形



成，如此之立論，並無法完全深入瞭解到廠商自擁優勢之觀念。 

根據資源基礎的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以下簡稱 RBV)，廠商為一系列

的資源與能力的組合 (Barney, 1991)，當這些資源具有獨特、有價值、稀少及難
以模仿時，則適當的運用這些資源可讓廠商達成持續地競爭優勢。據此觀點，本

研究認為研發的投入能為廠商帶來創新，進而成為策略競爭的重要因素，亦即新

技術的發展成為策略競爭的核心，因此，投入較多資源於研究發展的廠商，預期

會有較佳的績效，尤其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下，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創新可以協助

廠商於國際市場上達到競爭優勢 (Porter, 1990)。RBV 將上述討論的範圍，觀念

化至廠商的層級，並認為廠商之間存在著異質性，且廠商可以藉由拓展本身獨特

的資源，使其達成持續的競爭優勢 (Barney, 1991)。Caves (1996) 認為多國企業
在非生產基礎的資產 (non-production bases) 上擁有幾項特質，其以「專屬性資產 
(proprietary assets)」 涵蓋所有資產的特質，認為「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
「廠商特殊資產 (firm specific assets)」及「獨佔優勢 (monopolistic advantages)」
皆為同義詞。Caves (1996) 進一步地說明這些廠商所擁有這些資產的本質，主要

乃指廠商擁有差異化產品的能力。諸多研究據此概念探討廠商自擁優勢與績效的

關係 (Anand and Delios, 2002;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2001; Harzing, 2002; 
Kotabe et al., 2002)。本研究亦據此廠商自擁優勢的概念，將過去研究最常使用的

衡量指標—廣告密集度及研發密集度—視為產品差異化的能力，探討其與廠商績

效的關係。 

廠商可同時藉由產品設計/發展的創新，或是製程的創新來提昇廠商的績效 
(Kotabe, 1990a)，擁有獨特產品設計或發展能力的廠商，可以採差異化產品的策

略與競爭者競爭，以達到更高的報酬；而擁有製程創新能力的廠商，相較於競爭

者，可以降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因此，反映在研發密集度的創新可讓廠

商營運地更有效率 (Hitt et al., 1994)。Rugman and Verbeke (1992) 認為技術性資
產較容易於國際市場間移轉，將此稱為不受區域限制 (nonlocation-bound) 的廠
商自擁優勢，認為技術性的資產在跨越國際市場時，往往不需要有太多的調整，

因此可藉由全球的規模達到降低成本的優勢，進而達成生產上的效率 (Harzing, 
2002)。過去研究常以研究發展密集度來衡量創新，並認為不管是產品的創新或

是製程的創新 (Kotabe et al., 2002)，皆能增進廠商的營運效率 (Hitt et al., 
1994)，因此，研究亦發現研發密度與廠商績效間具有正向的關係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FDI的研究認為，技術能力鑲嵌於投資廠商的無形資產，藉此產生競爭能力，

使其在國外環境中具有競爭優勢與當地競爭相互抗衡 (Caves, 1971)。然而，關於
此方面的實證研究大都專注在戰後的美國投資廠商，亦或歐洲廠商投資於其殖民

地或先前的殖民地 (見 Dunning, 1993之回顧)。近來全球競爭環境使得全球資訊

傳遞快速，來自於世界各國之廠商皆有立足於國際市場的機會，即使是規模相對

較小的廠商。 



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可從已開發國家學習到的技術知識，透過本身的創新

及適應，發展出符合較低度開發中國家的要素價格及品質條件的技術；若產品銷

往至低度開發國家時，可將產品多餘的裝飾 (frills) 去掉而維持基本功能以更符

合當地的需求 (Lall, 1983)。Lall (1983) 更進一步地指出，開發中國家廠商所具
有的技術優勢，不僅製程和產品可以適應地主國要素價格、要素品質和需求條

件，而且其在創新的方向可以提供的技術，相較於目前開發中國家所使用的技

術，在小規模的生產上更有效率。 

因此，鑑於相對較弱的技術基礎，開發中國家傾向專注在成熟產品上 
(Vernon-Wortzel and Wortzel, 1988)，亦能產生產品及製程創新 (Aulakh et al., 
2000)。此外，由於技術具有跨越國界的固有特質，因此廠商可以透過技術的發
展於各個國家獲利，而不受到區域的限制 (Anand and Delios, 2002; Rugman and 
Verbeke, 1992)。以台灣為例，大部份廠商皆有投入產品或製程的創新 (經濟部統
計處，2002)，且已從事研究發展的大型廠商 (員工人數高於 200人) 更是高達八
成以上，Lall 於 1980 年代針對開發中國家所做的研究中亦發現，開發中國家具

有改良先進國家已廣泛擴散技術的能力，故本研究認為開發中國家廠商之研發投

入對績效有一正向的影響。 

此外，廠商的行銷能力亦可反映出其與競爭者產品及服務之差異化的能力，

投入較多廣告及推銷的廠商，可吸引更多的顧客轉向其品牌，進而提昇銷售額。

擁有強勢品牌的廠商可藉由海外市場分享價格溢酬進而強化獲利，由於市場走向

全球化的趨勢，針對不同的國際市場，或多或少呈現出不同的市場及顧客導向策

略，因此，廠商藉由投入較多的廣告及行銷活動強調差異化的特性，相較於投入

較少之廠商，較容易於分散的海外市場中營運成功 (Helsen, Jedidi, and Desarbo, 
1993)。這些廠商不但可透過專注於海外市場顧客在產品及服務上的需求來尋找

獲利，尚可利用發展出來之標準化的行銷規劃於不同的市場中使用來達到效率，

進而提昇其與通路商及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Levitt, 1983; Takeuchi and Porter, 
1986)。 

下游 (downstream) 或行銷能力在廠商整體能力的組合中被認知為非常重要

的一組能力  (Hunt and Morgan, 1995)，但過去的實證研究較專注在上游 
(upstream) 能力的探討，如研究發展活動 (見 Caves, 1996: 9-11)，相對地，下游
能力所扮演的角色，如廣告及通路，較少受到討論 (Anand and Delios, 2002)。然
而，當考慮到海外投資策略的投資決定因素時，下游能力著實扮演了不可或缺的

角色 (Morck and Yeung, 1991)。隨著市場跨越國界變得更加的全球化，投入愈多

行銷能力的廠商，相對於投入較少的廠商能夠產生較佳之績效 (Caves, 1996; 
Hennart, 1991; Lall, 1980)，因此，廠商預期投入較高之廣告及推銷費用能夠對海
外市場產生較高之銷售額 (Kotabe et al., 2002)。 

但當產品銷售到低度開發國家時，行銷能力 (例如：品牌或銷售能力) 傾向
於受到較多的區域限制，海外直接投資於美國的研究發現，進入高廣告密集度的



產業具有困難性 (Lall and Siddharthan, 1982)。部份原因可能是行銷能力在消費者

及行銷功能上，相對於技術或營運功能上有較多的互動；亦有可能是行銷能力具

有較高的路徑相依特性。此時，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可將從已開發國家學習到

的技術知識，透過本身的適應，往往能夠符合當地的需求 (Lall, 1983)。亦即開
發中國家往往具有特殊的行銷能力與獨特的管理能力 (Lall, 1983)，且這些隱性
的能力往往具有高度的複雜性 (例如行銷關係)，且往往被認為是一項頗具價值
的廠商特殊資源，以及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 (Dwyer, Schurr, and Oh, 1987)。在某
些個案中，開發中國家的廠商可以發展出具差異化的消費性產品，也能夠和已開

發國家的多國公司具品牌的產品競爭, 成功的行銷往往需要和買方有密切的互

動，而不僅止於優異的推銷技巧或促銷策略，因此開發中國家的廠商可藉由服務

地主國某些使用者所發展出的長期關係，來提昇本身的行銷優勢，進而發現新的

產業需求。故推論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投入於行銷的努力亦能為廠

商帶來較佳的績效。 

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認為廠商對於研發及行銷的投入可以反映出其產品差

異化能力，故推論廠商的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有一正向的影響，故形成本

研究之第二個研究命題如下： 

命題二：廠商之產品差異化能力對績效呈現正向的影響。 

綜合上述相關理論之探討，本研究歸納出影響廠商績效的兩項重要因素為國

際化程度及產品差異化能力 (包括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本文之觀念性研

究架構如圖 2.1所示，亦即國際化程度及產品差異化能力兩者影響廠商之績效。

為了避免其它變數在探討國際化程度和產品差異化能力在廠商績效之關係時產

生干擾，本研究將控制二類可能影響績效之廠商及產業特性變數。 
 

 
 
 
 
 
 
 
 
 
  
 

圖 2.1  觀念性研究架構圖 
 

產品差異化能力 

廠商績效 

控制變數 
廠商特性 
產業特性 

國際化程度 



 三、管理能力在國際化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 

根據前節命題一的推論，本研究認為廠商國際化與績效為一倒 U型的關係，
亦即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關係有一最適門檻值，超過該門檻值，則國際化程度的

提高將不利於廠商績效的提昇。但在實際的情境中，廠商亦有可能超過該產業或

平均廠商的國際化最適水準後，國際化仍與績效呈現正向的關係 (Hitt et al., 
1994)。本研究認為廠商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其管理能力若能隨海外市場擴張加

以調適，則廠商即使在高度國際化的情境，仍能保有良好的績效，亦即管理能力

在國際化與廠商績效的關係上具有正向的調節效果。以下將針對管理能力在國際

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探討。 

資源基礎理論的觀點認為廠商為一系列的資源與能力的組合  (Barney, 
1991)，而廠商的成長便是利用這些寬裕 (slack) 資源進入新的市場，這些資源包
括實體資源 (如工廠、設備、土地、原料、半成品等) 與人力資源 (如技術員工、
工程師、管理人員等)，而實體資源的貢獻主要來自於經營團隊的執行 (Penrose, 
1959)，廠商雖然只要能有效率的使用資源即有成長的空間，但最重的因素之一

則為廠商的管理能力。 

當廠商選擇區域多角化的成長，但面對全球區域經營和不完全競爭市場時，

可藉由建立內部市場以降低成本，增加利益 (Buckley and Casson, 1976)。隨著海
外市場的擴張，所面臨到的複雜程度亦愈來愈高，此時管理團隊很自然地會尋求

解決問題的對策。管理組織需要團隊的執行，一般而言此團隊的組成包括董事

會、董事長和總經理等高階主管，其功能包括組織架構的建立、組織政策的設定

與決定公司的重大決策。廠商擴大規模必須與組織結構配合，因為管理並非無需

成本，其亦有可能是限制組織成本的因素之一，若大型組織沒有適當的管理規

模，亦會降低組織的效率和成長，因此在組織成長中，管理協調之必要性亦會增

加，此時需要管理能力的配合 (Penrose, 1959)。 

Penrose (1959) 認為企業的擴張應是有計劃的，在資源無限且市場提供的資
源亦合理的情況下，廠商的擴張只要「做」即可，無需規劃；但廠商的資源往往

有限，市場的資源亦不見得隨手可得，可能成本高，亦可能不經濟，因此有計劃

的擴充需求即產生。此時，管理團隊在廠商擴張時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實

證研究亦發現，管理團隊的行為整合愈佳，在管理複雜的海外市場上愈有效率，

同時提高了整體廠商的成長 (Reuber and Fischer, 2002)。管理團隊若要能有效

率，必需要合作成一個團隊，新成員的加入在初期難以融入團隊，不僅對團隊貢

獻不大，且會降低整個團隊的績效，足見廠商在擴張市場時於甄選人員的重要

性。除了新管理成員的加入可能影響到管理能力之外，熟悉工作後的效率提昇與

經驗累積所帶來寬裕的管理資源，將有助於知識的累積及創造廠商的競爭優勢，

進而提昇獲利 (Penrose, 1959)。 

策略學者認為持續的競爭優勢為廠商最重要的策略資源之一，尤其是廠商的



組織知識與能力 (Tallman and Fladmoe-Lindquist, 2002)。長久以來，多國企業的

經理人一直積極尋求發展公司的策略能力，但往往發現因應的對策常常是在組織

結構上的調整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而在 Stopford and Wells (1972) 的研
究中亦發現，廠商在進行海外擴張時，在不同的階段應採用不同的組織結構，他

們根據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與海外產品多角化程度兩構面，以管理海外擴

張所提高的複雜性。在海外擴張的初期，由於國外市場的銷售量及產品種類有

限，因此以國際部門來管理海外營運據點即可；當廠商海外銷售額增加，但海外

產品種類仍然簡單，則組織結構調整為地區別部門之組織結構；若廠商海外銷售

額增加的有限，反倒是海外產品種類愈來愈多樣，則組織結構調整為世界性部門

之組織結構；若當兩者同時都很高時，則矩陣式之組織結構較為合適。從花旗銀

行於 1979-1994 年海外市場增加，其在組織結構上的調整，亦可看出國際化策略

與結構配合的重要性 (Malnight, 1996)。雖然此架構並非適用於所有廠商在海外
擴張過程的情境，但值得注意的是，廠商在海外市場擴張的過程中，管理能力的

配合 (如調整組織結構)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隨著國際化程度提高，

管理子公司與母公司間，以及子公司與子公司間的議題亦考驗著管理團隊的能力 
(諸如：產品、定價、產量、技術移轉、融資來源、股利分派時機、廣告與行銷

費用、進出口價格、進出口來源、進出口數量等問題)，因此設計控制機制的能
力在管理子公司時則顯得重要。 

廠商資源 (包括勞動力、財務資源及管理能力等) 的不足往往限制了持續成

長的可能性 (Mahoney and Pandian, 1992)，因此在廠商擴張的過程中，管理能力

為廠商主要的限制之一 (Penrose, 1959)。近來 Tallman and Fladmoe-Lindquist 
(2002) 提出多國廠商的能力驅動 (capability-driven) 架構，他們認為廠商企圖透
過將一組獨特的能力與資源之建立、保護及開拓視為決定廠商績效之重要關鍵要

素，而此關鍵要素驅動了廠商之國際策略。Tallman and Fladmoe-Lindquist (2002) 
認為廠商的競爭優勢主要來自於廠商獨特的內部資源與能力，以及應用這些資源

的能力，因此多國廠商若能將所擁有的獨特資源於海外市場應用得當，即可於國

際市場中獲取優勢及創造利潤，其觀點與資源基礎理論強調管理能力為廠商擴張

的重要驅動力頗為一致。 

綜合上述討論發現，廠商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隨著市場或產品的增加，組織

的複雜程度亦隨之增加，此時即需要廠商管理能力的提昇，故本研究認為廠商的

管理能力在海外市場的擴張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若在擴張的過程中，廠商

管理能力能夠隨著調整，即使廠商的國際化程度超過該產業或所有廠商的國際化

最適水準，亦能維持良好的績效，亦即管理能力對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有一

正向的調節效果，故形成本研究之第三個研究命題如下： 

命題三：管理能力對廠商之國際化程度與績效的關係有一正向的調節效果。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回顧國際化程度、產品差異化能力，以及管理能力相關文獻，經由

相關理論之推導，形成三個主要的命題。後續各章將以本章命題為基礎，針對不

同的樣本形成各章特定的研究假說加以驗證。是故，命題一與命題二分別以第三

章 564家大型製造廠商、第四章 170公開上市資訊電子業、第五章 3,194家中小
型製造廠商、第六章 601 家中小型紡織業及 818 家中小型電子業，以及第七章
1986 年、1991 年與 1996 年三期之大型 (275家，825個樣本) 及中小型 (322家，
966個樣本) 製造廠商之長期追蹤資料加以驗證。受限於次級資料庫相關變數的

取得，命題三則以第八章之個案研究加以探討，分別以一家非上市 (櫃) 小型手
工具製造業、一家中型上櫃紡織業，以及一家大型上市電子業為研究對象，分析

管理能力對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關係之影響，以達探討第三個命題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