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大型製造廠商之實證1

多國企業的研究於國際企業之領域已行之多年，然而關於亞洲多國企業及其

績效之探討尚未受到廣泛的注意。本研究以台灣大型製造廠商為樣本，探討國際

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的影響。經由分析行政院主計處製造業資料

庫發現，產品差異化能力 (包括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 對台灣的廠商績效有
正向的影響。鑑於過去研究專注於線性關係的探討，本研究檢驗國際化程度對績

效的影響為一先增後減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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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之

影響進行探討，建立假說並加以驗證。本章的架構除了第一節的緒論之外；第二

節將闡述有關國際化程度及廠商所擁有之產品差異化能力對績效影響的相關理

論，並建立假說及研究架構；第三節簡述採用的資料並說明變數之定義及衡量；

接著說明實證的結果；最後為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緒論 

自 1980 年代以來，國際間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熱絡，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

要發展趨勢。台灣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對外貿易的依存度相當高，根據經建

會的資料顯示，進出口貿易值佔我國 GNP 的比重在 1980 年高達 106.4%，此後
雖然略為下降，但也維持在 85%以上。因此，對於本國市場規模有限之台灣企業
而言，邁向國際化成為長遠進步發展的重要途徑。 

但是自 1980 年代中期以後，由於受到台幣升值，勞動、土地和環保成本上

漲，外匯管制解除，以及解除戒嚴令並開放大陸探親等總體因素的影響，對外直

接投資迅速成長。投資金額於 1987 年度首度突破一億美元，至 1996 年，投資金

額更高達 33.89億美元，成長了 33.4倍。由此可見國內廠商與海外市場的互動已

愈來愈頻繁，更意謂著台灣企業在國際化活動的熱絡。 

早期國際化研究的理論發展以國際化動機、國際進入模式與廠商國際化行為

為主流；近年來關於國際化發展與廠商績效關係之研究  (Annavarijula and 
Beldona, 2000；Delios and Beamish, 1999；Geringer et al., 2000；Gomes and 
Ramaswamy, 1999；Hitt et al., 1997；Sambharya, 1995；Tallman and Li, 1996) 已
成為學者們多方關切的主題，更突顯出此議題的重要性。但時至今日，學者們於

探討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關係的實證結果尚無明確的定論 (Ramaswamy, 1995)。一
些研究得到正向的關係 (例如：Delios and Beamish, 1999；Daniels and Bracker, 
1989；Grant, 1987；Grant et al., 1988)，一些研究則發現具有負向的關係(例如：

                                                 
1 此章前五節內容已發表於管理學報第十九卷第五期，第 811-842頁。作者為喬友慶、于卓民與
林月雲。惟配合本論文行文之流暢，部份內容經小幅之修改。 



Collins, 1990；Michel and Shaked, 1986；Siddharthan and Lall, 1982)，甚至有些研
究發現兩者之間不具任何關係(例如： Siddhartan and Lall, 1982)。 

從過去廠商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之相關文獻中可發現，研究兩者之間的實

證文獻相當的多，但其研究對象卻多集中於歐 (Grant, 1987；Grant, Jammine, and 
Thomas, 1988)、美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Morck and Yeung, 1991；Tallman and Li, 1996) 及日本 (Delios and Beamish, 
1999；Geringer et al., 2000)先進國家的大型企業，除了 Wan (1998) 以香港上市公
司為研究對象之外，甚少文獻針對新興工業化 (newly-industrializing)國家做一深
入之探討 。此外 Geringer et al. (2000) 認為先前以歐美廠商為研究的理論基礎，

未必完全適用於日本企業，因此，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台灣廠商為實證對象，除

了能夠驗證理論是否能跨越國界達到一般化外，更能豐富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

影響的文獻。 

Jung (1991) 研究美國之大型 MNCs發現，廠商自擁的知識優勢 (例如：研
發能力、行銷能力及資本密集度) 對廠商的利潤有一正向的影響，其解釋能力高

達 60%，而在控制其他變數之下，廠商國際化程度對利潤影響的解釋能力僅為

2%。而根據 Dess et al. (1995) 的說法，廠商營運的區域範圍與績效並無太大的

關係，反而是廠商所擁有的專屬性 (proprietary) 資產為廠商卓越績效的最重要
來源。Delios and Beamish (1999) 針對日本MNCs的研究發現，專屬性資產對廠
商績效有一正向影響，然而就台灣廠商而言，其規模遠不及歐、美、日之大型

MNCs，是否台灣廠商所擁有的專屬性資產 (或產品差異化能力) 對於績效亦有
正向的影響，實有待更進一步的驗證。 

廠商國際化發展的程度及廠商所擁有的產品差異化能力對績效的影響有其

重要性，然而過去的研究大多著重在歐、美、日大型MNCs之探討，且截至目前
為止，相關的實證研究尚未有一致的結論，故本研究將以行政院主計處 (1996) 製
造業抽樣調查之資料庫來進行分析，擬達成下列兩項主要之研究目的：一是探討

台灣廠商國際化程度對績效之影響；二是探究台灣廠商所擁有之產品差異化能力

對績效之影響。具體言之，本研究之貢獻有二：(1) 以行政院主計處之大型資料

庫來實證，驗證國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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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之企業為研究對象，彌補過去以歐、美、
日MNCs為研究對象之缺失，增加相關理論的外部效度 (一般化)。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說 

一、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 

根據資源基礎理論的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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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達到經濟規模的能力 (Grant, 1987；Porter, 1990)、同時於多個
地區進行套匯的優勢 (Kogut, 1985)，以及促進和導入新產品發展的能力(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有些學者主張持續的海外擴張將會使得利益成長減緩，且當

國際化活動超過了最適的水準，將會產生負向的邊際報酬。當超過最適水準時，

伴隨而來的是子公司的協調、控制的成本，以及異國文化差距對管理所造成的成

本或許會大過於國際化所帶來的潛在報酬 (Geringer et al., 1989)。此外，若從公

司成長理論的觀點視之，公司本身並沒有辦法無限制地擴張，概因公司本身的管

理能力限制了廠商的成長 (Penrose, 1959)。因此，可以推論國際化與績效之間有

著非線性 (non-linear) 的關係，亦即研究者所探討的期間可能包含利益大於成本

的成長期，與逐漸增加的成本大於逐漸增加的利益之另一個期間。   

當國際擴張的利益高於伴隨而來的成本時，區位選擇理論  (Davidson, 
1980；Johanson and Vahlne, 1977；Papadopoulos and Denis, 1988)、組織結構
(Egelhoff, 1988；Stopford and Wells, 1972)，以及在營運上寬裕的理論支持了第一

階段的關係。區位選擇的一些研究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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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dopoulos and Denis (1988) 
在其針對區位選擇研究的文獻回顧中觀察到，幾乎所有的廠商在首次的區位選擇

上，大多仍以心理距離、文化距離及地理距離為考量依據。 

除了上述正向及負向的關係之外，Grant et al. (1988) 與 Tallman and Li (1996)
認為由於國際化發展會產生各種效益與成本，因而使得廠商績效會隨之上升至一

定程度後，再開始下降的呈倒 U型曲線關係，但 Grant et al. (1988) 與 Tallman and 
Li (1996) 並未進行實證。Hitt et al. (1997) 為近來探討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非線性關

係較為嚴謹之實證研究，其以 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之 295家之中大型
企業進行實證分析，透過 Hitt and Middlemist (1978) 之方法將樣本分為兩群，嚴

謹地實證了國際化與績效間之非線性關係，而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的
研究亦證實了這樣的關係。雖然近來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潛在之曲線關係已受到

越來越多的學者注意，但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認為除了 Hitt et al. (1997)
較嚴謹地檢定曲線的關係之外，大部份的研究並未根據理論嚴謹地探討曲線的關

係。本研究根據資源基礎觀點、公司成長理論及區位選擇理論，認為國際化程度

與廠商績效間為一曲線關係，故形成本研究之第一個假說： 

假說一：台灣大型製造廠商之績效會隨國際化程度呈現先增後減的非線性 
(non-linear) 關係。 



二、產品差異化能力與廠商績效之關係 

影響廠商績效的因素除了國際化程度之外，本研究預期擁有產品差異化能力

對廠商績效亦有直接的影響，此預期已獲得資源基礎觀點研究的支持 (Barney, 
1991) 。資源基礎理論認為，一廠商在市場中的優勢乃來自於其獨特的資源，亦

即廠商可以控制所有的資產、能耐  (capabilities)、組織流程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廠商特質、資訊及廠商知識，並且經由廠商的充分使用來執行公司

的策略 (Barney, 1991: 101)。Barney (1991) 認為廠商的策略性資源，即專屬性資

產 (proprietary assets) 具有高度的重複使用性，此意謂著專屬性資產賦予廠商的

獨特優勢於國內市場及國際市場上具有一致性，進而提升了廠商的績效。在

Morck and Yeung (1991) 檢視無形資產 (研究發展及廣告費用) 2 對廠商績效 
(以Tobin’s q衡量) 的研究中發現，就投資者而言，國際收購相較於國內的廠商有
較高的價值，且當收購廠商由無形資產 (intangibles) 之活動所產生之支出 (研發
及廣告費用) 愈高時，則市場對一海外收購呈現正向反應的程度愈大，此結果意

謂著擴展海外市場所帶來的績效利益，有部份績效的提升乃來自於無形資產的增

加，因此探究無形資產對廠商績效的影響有其存在的重要性。 

Jung (1991) 研究美國多國企業發現，廠商自擁的知識優勢 (例如：研發能
力、行銷能力及資本密集度) 對廠商的利潤有一正向的影響，其解釋能力高達

60%。Caves (1971, 1996) 認為成功的多國企業擁有一項或多種無形知識資產。

這些無形資產可能是專利或分享於廠商員工之間的簡單 know-how；這些無形資
產可能是行銷資產，即廠商可能擁有特殊的產品推廣技能或是特別的產品造型能

力，使得該廠商可以很容易地讓購買者分出其與競爭者的差異性。此意謂著，在

同樣的產品之下，有些購買者願意支付更高的代價購買該廠商之產品。因此，無

形資產提高了廠商的獲利能力，除了可能來自於廠商資產創造的獨佔租外，也可

能是因為該無形資產已深嵌 (embeddedness) 於組織中，組織可以較低的成本在
其他國家複製。 

綜合相關的文獻，廠商在國外擴充最主要的兩項利器為技術密集的程度及先

進的行銷技術。Caves (1971) 將此種優勢稱之為「產品差異化」能力，認為此無

形優勢為建構製造業水平直接投資活動的重要因素，而以美國及其主要子公司 
(英國及加拿大) 為樣本的實證研究，也支持了 Caves 所提出之產品差異化能力

的確促進了 MNCs 的成長。Lall and Siddharthan (1982) 研究到美國投資之非美
國 MNCs 的競爭優勢發現，美國及非美國之 MNCs 彼此間具有差異性，亦即美

國之 MNCs 相較於非美國之 MNCs 在消費品產業上具有較強的產品差異化能

力，且大都投資於高技能及高技術性的產業。 

以日本MNCs為樣本的實證分析中，亦支持此種差異性的存在。例如 Ozawa 

                                                 
2 在Morck and Yeung (1991) 的研究中，研究發展費用乃以特別的know-how和專利權當做替代變

數。 



(1979) 及 Kojima (1977) 在研究日本 MNCs 時發現，相對於大規模、高技術 
(high-technology) 及行銷密集度高 (high-marketing) 之美國 MNCs，日本廠商通
常規模較小，技術層次較低，傾向於製造標準化之產品，且海外投資的目的主要

在尋求低廉之勞工成本及接近原料市場。日本 MNCs 所擁有的優勢與 Caves 所
強調的產品差異化優勢不盡相同，但日本廠商仍然是建立在其所具備之專屬性知

識 (類似廠商自擁優勢) 之使用，以及能將其生產技術有效地移轉至經濟開發程
度較低之國家。Delios and Beamish (1999) 根據過去的研究 (Caves, 1971; Horst, 
1972; Kogut and Chang, 1991) 形成技術性資產 (研發密集度) 及行銷資產 (廣告
密集度) 對公司績效有正向影響的假說，經由檢視 399家日本MNCs，發現技術
性資產及行銷資產對公司績效皆呈現正向影響效果，惟行銷資產對公司績效的影

響未達顯著效果。 

從上述文獻回顧發現，探討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影響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歐、美及日本之MNCs，對於新興工業化國家規模較小的MNCs並無太多的著
墨。Lall (1983) 認為當一開發程度相對較不先進的國家，進入到和自己開發程度

相當或開發程度勝過於自己的地主國時，會傾向於提供技術層次相對較低的優

勢，或是專注在“技術進步＂的某些領域上。因此，新興工業化國家或許亦能產

生專屬性 (或廠商自擁) 優勢，但這些優勢大部份源自於先進國家的創新，因此
第三世界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優勢將不會是來自於最先進的技術，亦或複雜

的行銷技能 (Lall, 1983)。Lall 更進一步地指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優勢可能建

立在下述三方向：(1)改良先進國家之已廣泛擴散的技術；(2)產品差異化程度相

對較低之特別的行銷知識；(3)獨特的管理能力。 

有鑑於以歐、美及日本之 MNCs 的研究，驗證了廠商產品差異化能力及績

效之間的正向關係，本研究認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之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其績效

亦能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故形成本研究之假說二及假說三： 

假說二：台灣大型製造廠商之研發密集度與績效存有正向的關係。 

假說三：台灣大型製造廠商之廣告密集度與績效存有正向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資料來源與樣本 

有關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除了少數研究以英國及歐洲

MNCs研究 (例如：Buhner, 1987;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 之外，大部份的
研究仍以美國的 MNCs 為實證居多，近來已有相關實證研究以日本 MNCs 為研
究對象 (例如：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eringer et al., 2000) 驗證國際化程度對

廠商績效之影響，而以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為研究對象之實證，除了 Wan (1998) 
以 81家香港上市公司之外，並無其他研究之相關探討。 

鑑於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於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探討上之缺乏，本研究將

以台灣地區 1996 年之製造業廠商為研究對象，資料取自於行政院主計處1996 年

製造業抽查原始檔，該資料庫共計 8,622家廠商，包括 7,659家中小企業3，及 963
家大企業。為了能夠和過去的研究做一比較性之驗證，本研究將選取大型企業為

研究對象，而在中華民國標準產業分類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兩
碼分類中共可分為 22 類製造業，在初步分析資料後發現，有些製造業間從事國

際化廠商比率之差異性頗大4，而Grant (1987) 指出在探討國際化與績效之關係
時，可依研究方法之不同將其歸類為「比較 (comparative)」與「控制(control)」
兩種類型。比較性研究主要在檢視國內廠商與MNCs的相對績效(例如：Horst, 
1972; Michel and Shaked, 1986; Shaked, 1986; Vernon, 1971)；控制性研究專注在處
理MNCs本身，其主要在控制其他變數(如：廠商規模)，以國際化指標為解釋變
數，探討國際化程度對績效的影響 (例如：Geringer et al., 2000; Grant, 1987; Morck 
and Yeung, 1991; Tallman and Li, 1996;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由於本研
究將同時進行上述兩種方法，為了避免樣本選擇上的誤差而造成統計推論上的不

當，本研究在樣本選擇上，以從事國際化與沒有進行國際化比率相當之產業為選

取對象，最後分為 5 類製造業5進行分析，其樣本數為 588 筆，最後實證分析所
使用的樣本數為 564筆。被刪除的樣本包括國際化程度、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

度漏填之 22家廠商，以及 2家因變數 (純益率) 為極端值的廠商6。 

 

二、變數之定義與衡量 

                                                 
3 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區分乃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00) 之標準，製造業公司員工人數低於

200人的為中小企業；高於 200人的為大企業。 
4 例如：印刷業沒有從事國際化廠商之比率為 87.1%，木竹製品製造業無從事國際化之比率為

71.4%，而菸草業僅有一家公司。 
5 本研究最初選取 8 類製造業，由於某些產業特性具有某種程度之相似性，故最後將其合併為 5
類，如附錄一之表所示。 
6 若將原本包含兩筆極端值之因變數 (純益率) 納入模型進行分析時，則R2超過0.9，不盡合理 (由
於本研究為橫斷面資料) ，再將兩筆極端值刪除後，所得到之R2為近 0.2，較合於常理。 



(一)因變數 (廠商績效) 

關於績效指標的衡量方式，一般可分為客觀性及主觀性之績效，而在廠商國

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之研究中，多數學者皆以客觀性之財務指標為衡量方

式，例如資產報酬率 (例如：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Hitt et al., 1997; Kim et al., 1989; Jung, 
1991)、純益率 (例如：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Geringer et 
al., 2000; Kim et al., 1989; Sambharya, 1995; Tallman and Li, 1996)、股東權益報酬
率 (例如：Buhner, 1987; Grant, 1987; Han et al., 1998; Qian, 1998; Wan, 1998; )、
Tobin q (例如：Morck and Yeung, 1991)、銷售成長率 (Geringer et al., 2000; Kim et 
al., 1989) 及股價報酬等。 

雖然上述以會計績效為基礎的衡量受到一些學者 (例如：Aaker and Jacobson, 
1987) 的爭議，但多數學者認為使用會計績效仍有其存在之正當性。例如：經理

人及外部分析人員常將資產報酬率及純益率視為管理團隊之效率及效能之衡量

指標 (Grant et al., 1988; Robins and Wiersema, 1995)，而 Grant et al. (1988) 認為公
司策略對廠商績效的影響，通常直接反映在會計利潤上更甚於股價。此外，股價

的改變傾向於跟隨在某些指標 (例如：資產報酬率及純益率) 的宣告之後，顯示
此等指標之報導具有重要的訊號效果 (signaling effects) (Fama and Miller, 1984)。 

根據上述討論，資產報酬率 (Return on Asset, ROA)、純益率 (Return on Sales, 
ROS) 及股東權益報酬率 (Return on Equity, ROE) 三項會計衡量之方式常被當

做廠商之績效指標，然而 ROE對於資本結構的改變較敏感 (Hitt et al., 1997)，較
不適用。ROA 與 ROS 績效指標的使用於過去的研究中亦都有學者採用，Grant 
(1987) 同時使用兩種指標，但亦有學者採用ROA單一指標 (Hitt et al., 1997; Jung, 
1991)。Geringer et al. (1989) 認為在國際領域的研究中，以銷售為基礎之衡量為

一較佳之方式，因其可避免不同之資產評價衡量所造成的影響，在其推論中指

出，折舊在調整資產價值時，會因投資日期及所使用的會計原則而頗具差異性，

尤其是國際化程度高的公司，因其所面對的會計原則更為相對的複雜，故其有可

能利用歷史匯率來操弄資產價值；相對的，銷售額以及利潤皆以當今的匯率加以

報導，並反映了目前的營運狀況，因此本研究選擇 ROS 為績效指標，透過稅後
淨利/總銷售額予以衡量，以進一步地檢定各項研究假說。 

(二)自變數 

1.國際化程度 

Grant (1987) 認為國際化 (multinationalization) 的衡量必須能夠反映國內外

營運之相對大小及策略重要性。從交易成本理論的觀點來看，國際化程度–相對

內部化國際營運的程度 (海外直接投資) 或國際市場活動 (出口或授權)–可視
為內部層級控制之策略能力的關鍵指標 (Teece, 1986)。過去的相關研究在國際化



構念上已應用了許多的操作性定義，最常使用的衡量為海外營運銷售額佔總銷售

額的比例 (Geringer et al., 1989; Geringer et al., 2000;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Tallman and Li, 1996)、海外資產佔總資產的比例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Ramaswany, 1995)以及廠商於國外所擁有的子公司家數 (Tallman and Li, 1996)，
亦有學者以海外員工比率 (Kim et al., 1989)、海外直接投資之件數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以及以加權海外銷售額為基礎的Entropy指標予以衡量 (Kim et 
al., 1993; Hitt et al., 1997; Wan, 1998)7。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認為每一種操作化都具有其反映不同的海外

涉入程度的價值：外銷佔總銷售額的比例可視為廠商在銷售收入上依賴海外市場

的替代變數；海外資產佔總資產的比例提供可衡量一廠商依賴海外生產的程度；

廠商於國外所擁有的子公司家數，可以反映包含區位成本與利益因素的分散程

度。然而，Sullivan(1994)認為單一構面的衡量可能會造成結果的不一致，因此發

展了多重構面的單一指標，但 Ramaswamy et al. (1996) 認為 Sullivan所建構的指
標缺乏效標關聯效度，因此其解釋廠商績效的變異能力，並不比單一衡量項目 
(即海外營運銷售額佔總銷售額比例) 要來的好。 

雖然海外營運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例受到多數學者的使用，但Tallman and 
Li (1996) 認為這樣的衡量指標並無法控制從母國輸出的中間財貨，爾後由海外

子公司轉售的情況，因此無法完全衡量國內與國際營運的比例。近來，在 Geringer 
et al. (2000) 針對日本多國製造廠商為樣本的研究中，則以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
額的比例為國際化的衡量指標之一，因為在日本廠商的全球策略中，最常用的是

母國為主體的出口策略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而根據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 的觀點，廠商在邁向多國營運之早期時，以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的比例

來衡量國際化程度，相較於歐美廠商以海外子公司銷售額佔總銷售比例來衡量要

來的貼切。由於台灣廠商相較於歐美大型多國企業之國際化程度較低 (相較於歐
美之MNCs，台灣廠商所投資的國家數目較少)，亦即在國際化上屬於早期階段，
故在本研究中將以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 (Export Sales Ratio, ESR) 當做
國際化程度之衡量指標。 

2. 產品差異化能力 

和先前的研究一致 (Caves, 1971;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Horst, 1972; 
Kogut and Chang, 1991; Lall and Siddharthan, 1982)，一廠商所擁有的技術及行銷

資產將以研究發展及行銷密集度當做替代變數 (proxy variable)，並以研究發展費
用及廣告費用 (包括報章雜誌刊登廣告、電視台、電影劇院、廣播電台播放廣告、
廣告社設計及製作廣告、巡迴宣傳、裝置彩牌、電動廣告、印製廣告宣傳品、以

及贈送樣品及物品之費用) 佔總銷售額的比率予以衡量。 

                                                 
7 Hitt, Hokisson, and Kim (1997) 的研究中以entropy指標衡量國際多角化，但其發現該指標與單一

構面之海外銷售額比率有很高的相關程度 (r=0.69)。 



(三)控制變數 

為了避免其他變數在探討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時產生干擾，本研究

參考先前的研究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eringer et al., 2000; Grant et al., 
1988; Tallman and Li, 1996) 將影響廠商層級的廠商規模及負債比率二項變數，和

影響產業層級之產業效果視為控制變數。 

規模較大的廠商通常可被視為較一般廠商具備獲取高於正常利潤率的能

力，因此可於一不完美的市場中營運，透過其獨佔或寡佔力，則可獲得較高的超

額利潤。再者，大公司或許可以在資本市場中以較低的成本取得資金，或因風險

分散的關係，可以透過較低的成本於市場中營運。因為廠商規模影響廠商績效，

在本研究中將其視為干擾變數，並以廠商員工人數的對數函數加以衡量。 

資本結構 (尤其是負債) 被認為是影響廠商績效及廠商營運風險的重要決
定因素之一 (Hitt and Smart, 1994)，為了避免財務結構對績效造成影響，本研究

根據先前的研究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eringer et al., 2000; Grant et al., 
1988; Hitt et al., 1977; Tallman and Li, 1996) 將負債比率視為一控制變數，並以總

負債對總資產的比率予以衡量。 

過去研究發現，產業效果在以橫斷面資料分析廠商的績效時，具有重要的影

響效果 (Schmalensee, 1985)。一些研究使用產業虛擬變數 (Geringer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Grant et al., 1988)；而有些研究利用產業特性予以

控制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Robins and Wiersema, 1995; Tallman and Li, 
1996)。本研究根據標準產業分類之兩欄位編碼為分類基礎，並將不同的產業分

群8，以虛擬變數衡量產業效果。茲將上述各變數的定義及預期符號列於表 3.1。 

 

 

 

 

 

 

 

 

表 3.1  變數衡量方式及預期符號 

                                                 
8 產業分群之詳細分類細目請參見附錄一。 



變數名稱 衡量方式 對績效之預期 
因變數   
  績效 純益率=稅後淨利/總銷售額  
自變數   
  國際化程度   
    國際化 出口銷售額/總銷售額 + 
    國際化平方 (出口銷售額/總銷售額)2 - 
  產品差異化能力   
    研發密集度 研發支出/總銷售額 + 
    廣告密集度 廣告支出/總銷售額 + 
控制變數   
  廠商規模 廠商員工人數取 log值 + 
  負債比率 總負債/總資產 - 
電力及電子業*   

  紡織成衣業 虛擬變數：1=紡織成衣業；0=其它  
  化學製造業 虛擬變數：1=化學製造業；0=其它  
  橡膠塑膠製造業 虛擬變數：1=橡膠塑膠製造業；0=其它  
  機械設備業 虛擬變數：1=機械設備業業；0=其它  
註：*為控制組 

 



第四節  結果與討論 

表 3.2 列出本研究因變數、自變數與控制變數之平均數、標準差以及各變數

間之相關係數。為了避免複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 的問題，本研究以VIF值針
對各自變數之間共線性的程度予以檢定。表 3.5 模型 2中自變數之VIF值，除了

國際化程度與其平方項兩變數之VIF較高之外，其餘自變數之VIF值皆低於
1.069，顯示本研究所使用的資料並無共線性的問題。 
 

表 3.2  平均數、標準差以及相關係數  
變數 Mean S.D. 1 2 3 4 5 6 

1.績效 0.064 0.101       
2.廠商規模 2.705 0.337 0.14**      
3.負債比率 0.480 0.214 -0.35** -0.13**     
4.國際化程度 0.518 0.345 -0.07 0.10** 0.09*    
5.國際化程度平方 0.387 0.360 -0.10* 0.08* 0.11** 0.97**   
6.研發密集度 0.018 0.035 0.14** 0.14** -0.13** 0.10** 0.08*  
7.廣告密集度 0.006 0.024 0.19** -0.01  0.03 -0.18** -0.14** 0.04 
註：1. 樣本數 = 564. 

2. * p<0.05, **p<0.01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在研究美國大型MNCs在國際化程度與績效

間的關係時，發現不同的產業對績效有顯著地影響，因此本研究先針對不同產業

於各變數間做一單變量之統計分析。表 3.3 列出五種產業之各種變數之變異數分

析及其事後多重比較 (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分析。從樣本的產業分配
可以看出電力電子產業所佔的比例最高，約佔總樣本數之半，而較為傳統的紡織

成衣業約佔二成；而化學材料、橡膠塑膠及機械設備分別佔總樣本數之 13%、9%
及 7%左右。 

不同的產業在績效間有顯著的差異 (F=4.43, p<0.01)，由表 3.3可以看出，
化學材料業及電力電子業之績效較佳，高於整體績效之平均值 0.064。經由Scheffe
多重比較的結果發現，化學材料業及電力電子業之績效水準顯著地高於紡織成衣

業。從廠商規模可以看出，整體樣本廠商之平均員工人數為 769人，而五種產業
於廠商規模上並無顯著地不同。負債比率於不同產業間亦有顯著的差異 (F=3.53, 
p<0.05)，其中以機械設備業及橡膠塑膠業的負債比率最高，而經由事後檢定呈

現出機械設備業、橡膠塑膠業及電力電子業之負債比率顯著地高於化學材料業。

從國際化程度可以發現，台灣大型企業之國際化頗高，總樣本之平均值為 0.518，
其中電力電子產業的國際化程度更高達 0.62，而化學材料業的國際化程度僅為

0.238，不同產業間的國際化程度頗具差異性，在統計上亦達顯著水準 (F=22.66, 

                                                 
9 當自變數之VIF值等於 1 表示各變數彼此間無任何相關，但若VIF值高於 10，則各自變數間可

能具有高度的相關，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 認為當VIF值大於 10，則會有共線
性的問題產生。本研究中國際化程度及其平方項具有高度相關為可以接受之外，其餘變數間之

VIF值皆符合要求。 



p<0.01)。進一步經由Scheffe多重比較的結果發現，電力電子產業的國際化程度

顯著地高於紡織成衣業、化學材料業及橡膠塑膠業，而機械設備業的國際化程度

亦顯著地高於化學材料業。研發密集度在不同產業間亦頗具差異性，整體樣本數

之平均值為 1.8%，然電力電子業之研發密集度高達 2.6%，而紡織成衣業及橡膠
塑膠業卻不及 1%，故經由統計檢定的結果發現，不同產業之研發密集度呈現出

顯著地差異 (F=9.81, p<0.05)。再經由事後檢定後發現，化學材料業及電力電子

業之研發密集度顯著地高於紡織成衣業，且電力電子業之研發密集度亦同時顯著

地高於橡膠塑膠業。就廣告密集度而言，台灣大型企業之廣告密集度平均僅有

0.6%，不同產業間具顯著地差異性 (F=7.48, p<0.01)。化學材料業之廣告密集度

高達 2%，其餘產業皆不及 1%，而經由Scheffe多重比較的結果發現，化學材料

業之廣告密集度顯著地高於另外的四種產業10。 

表 3.3  不同產業下之各種變數之 ANOVA分析 
 績效 廠商規模 負債比率 國際化程度 研發密集度 廣告密集度 樣本數 
1.紡織成衣 0.035 573 0.470 0.461 0.004 0.005 114 (20.2%)
2.化學材料 0.085 899 0.410 0.238 0.018 0.020 73 (12.9%)
3.橡膠塑膠 0.048 828 0.535 0.453 0.009 0.003 50 (8.9%)
4.機械設備 0.059 541 0.536 0.538 0.016 0.003 38 (6.7%)
5.電力電子 0.073 833 0.484 0.620 0.026 0.004 289 (51.3%)
        
總平均值 0.064 769 0.480 0.518 0.018 0.006 564 
        
F值 4.43*** 1.55 3.53** 22.66*** 9.81*** 7.48***  
        
Scheffe比較 2>1***  3>2** 4>2*** 2>1* 2>1***  
 5>1***  4>2** 5>1>3>2*** 5>1*** 2>3***  
   5>2*  5>3*** 2>4***  
      2>5***  
註：1. 表中所列出之值除了樣本數之外，其餘之值皆為各變數之平均數。  

2. p<0.1,** p<0.05, ***p<0.01 

Grant (1987) 認為在探討國際化與績效之關係時，其中一種方法為比較性研
究，其主要在檢視國內廠商與MNCs的相對績效 (例如：Horst, 1972; Michel and 
Shaked, 1986; Shaked, 1986; Vernon, 1971; Wan, 1998)。因此，本研究將TMNCs 
(Taiwanese MNCs) 與非TMNCs在各變數間之差異性做進一步地比較。從表 3.4
中可以發現，TMNCs之比例超過九成，且TMNCs的規模顯著地大於非TMNCs 
(t=4.895, p<0.01) ；非TMNCs的負債比率雖然高於TMNCs，但並未達顯著水準；
在研發密集度上，TMNCs顯著地高於非TMNCs (t=3.28, p<0.01) ，亦即TMNCs
在研究發展之提昇上有較多的投入；而廣告密集度正好相反，亦即非TMNCs的
廣告密集度顯著地高於TMNCs (t=-2.073, p<0.05)11。 

                                                 
10 化學材料製品製造業包含了從事化學材料製造化學製品，如塗料、顏料、化學及生物製藥劑、

清潔劑及其他化粧品等，由於上述製造業之相關產品相較於其它產業之最終消費者的比例較

高，故其廣告密集亦相對地高於其它產業。 
11 國外廠商之廣告活動較少的原因可能為其主要客戶為工業品客戶及OEM/ODM客戶；而國內廠
商則以最終消費者居多，故其廣告密集度亦相對較高。 



Vernon (1971) 在探討國際化對績效影響的研究中發現，MNCs 較非 MNCs
擁有較高的績效，而於本研究中雖然有從事國際化廠商的績效高於國內廠商，但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結果與大部份的研究一致。例如：Horst (1972) 在
控制廠商規模後，無法區分MNCs與非MNCs在淨利潤上之差別；而 Yoshihara 
(1985) 以 118家日本大型廠商為樣本，所得到的研究顯示 MNCs較非 MNCs於
績效上有較好的表現，但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而近來 Wan (1998) 針對
香港 81家之上市公司所做的研究亦發現，香港的MNCs與國內企業的績效無顯
著差異。故以台灣大型廠商為研究的樣本所得到的結果和過去的研究頗為一致，

亦即無法推論有從事國際化廠商之績效一定會優於國內的廠商。 

表 3.4  有國際化廠商與國內廠商之大型企業於各變數間之差異性檢定 
 TMNCs 非 TMNCs t-test 
樣本數 527 37  
廠商規模 799 423 4.895*** 
負債比率 0.479 0.503 -0.664 
績效 0.0652 0.0451 1.175 
研發密集度 0.0189 0.0088 3.280*** 
廣告密集度 0.0045 0.0303 -2.073** 
註：1.大企業為廠商規模人數大於 200人以上 
    2.* p<0.1,** p<0.05, ***p<0.01 

表 3.5 列出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之迴歸分析結果，以檢

定本研究之三項假說。從模型 2 可以發現，整體模型適合度達顯著水準 
(F=21.897, p<0.01)，共可解釋廠商績效 18.2%之變異量，本研究所推導之三項假

說皆獲得實證上的支持。以下將針對各項假說的驗證做更進一步地解釋。 

表 3.5  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變數 估計係數 t 值    估計係數 t 值 VIF值 
截距項 0.066 1.923* 0.051 1.499  
廠商規模 0.027 2.324** 0.024 2.039** 1.049 
負債比率 -0.160 -8.531*** -0.155 -8.390*** 1.050 
紡織成衣 -0.037 -3.588*** -0.039 -3.678*** 1.227 
化學材料 0.005 0.422 -0.013 -0.990 1.305 
橡膠塑膠 -0.016 -1.083 -0.015 -1.091 1.118 
機械設備 -0.003 -0.196 -0.003 -0.206 1.075 
國際化程度   0.118 2.671*** 15.651 
國際化程度平方   -0.121 -2.905*** 15.353 
研發密集度   0.215 1.888* 1.051 
廣告密集度   0.884 5.388*** 1.061 

F值 42.408*** 21.897*** 
Adjusted R2 0.128 0.182 
△Adjusted R2  0.054*** 
註：1. 樣本數 = 564；2.  * p<0.1,** p<0.05, ***p<0.01；3. 電力電子業為控制組。 



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有顯著地正向影響 (t=2.671, p<0.01)，而國際化程度

的平方項對廠商績效呈現負向的顯著效果 (t=-2.905, p<0.01)，顯示國際化程度

對績效的影響呈現一先增後減的曲線關係，亦即一開始國際化程度提高對廠商績

效有正向的影響，但當達到一最適水準時，持續提高國際化的程度反而使得績效

降低，故兩者之間呈現一倒 U型之曲線關係，支持本研究所提出之第一項假說。

此結果和最近的研究得到一致的結論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回顧了八篇探討國際化與績效之間具有潛在

曲線關係的研究 (Buckley et al., 1977, 1984;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Haar, 1989; Hitt et al., 1997; Ramaswamy, 1995) 發現，除了Hitt et al. 
(1997) 較嚴謹的檢定曲線的關係之外，大部份的研究並無根據理論嚴謹的探討

曲線的關係。他們更進一步地指出，八篇當中的三篇研究 (Buckley et al., 1977, 
1984;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甚至沒有報導支持或是拒絕曲線的關係。為了更

嚴謹地檢視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Hitt et al. (1997) 首先透過集群分析，
之後再根據Hitt and Middlemist (1978) 所建議的方法將樣本分為兩群，即以國際

化程度 (entropy指標) 分數 0.3 為區隔點。然在本研究中之國際化程度為出口銷

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 (ESR)，故對ESR進行偏微分得到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

曲線關係之臨界點 (critical point) 為 48.76%12，此意謂著當國際化程度達到

48.76%時，國際化對台灣廠商的績效影響將會達到最高的狀況 (如圖 3.1所示)。 

 

 

 

 

 

 

 

 
圖 3.1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圖 

為了更嚴謹地檢視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之非線性關係，本研究以廠商國

際化程度 48.76%為臨界點進行穩健性分析 (robust analysis) ，將樣本分為兩群，

                                                 
12 firm performance/∂ ESR=0, ⇒ 0.118ESR-0.121ESR∂ 2=0, ⇒ESR=48.76% 

(資料來源，請見表 3.5之模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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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國際化程度低之 266 家廠商 (ESR<48.76%) 及國際化程度高之 298 家廠
商 (ESR>48.76%) 進行迴歸分析。從表 3.6的結果發現，在控制其它變數之下，

國際化程度低的廠商與績效呈現顯著地正向關係 (t=2.069, p<0.05) ，而國際化
程度高的廠商與績效呈現顯著地負向關係 (t=-2.302, p<0.05)，亦即當國際化程
度繼續提高時 (ESR>48.76%)，則對廠商績效產生負向地顯著效果。此結果再次
地驗證了本研究所提出之倒 U 型的曲線關係。本研究之產品差異化能力包含了

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從表 2.7模型 2之研究結果發現，研發密集度對廠商

績效有顯著地正向影響 (t=1.888, p<0.1)，而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亦有顯著地

正向影響 (t=5.388, p<0.01) ，支持本研究之假說二及假說三，亦即證實了台灣

的大型廠商所擁有之產品差異化能力在提升廠商的獲利能力上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 
表 3.6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之曲線關係之穩健性分析 

 低國際化程度群 高國際化程度群 
變數 估計係數 t 值 估計係數 t 值 
截距項 0.123 2.554** 0.083 1.465 
廠商規模 0.005 0.307 0.038 2.280** 
負債比率 -0.189 -6.228*** -0.139 -5.813*** 
紡織成衣 -0.065 -4.280*** -0.016 -1.071 
化學材料 -0.023 -1.498 -0.017 -0.579 
橡膠塑膠 -0.039 -2.009* 0.009 0.428 
機械設備 0.005 0.182 -0.003 -0.159 
國際化程度 0.075 2.069** -0.077 -2.302** 
研發密集度 -0.083 -0.399 0.206 1.463 
廣告密集度 0.898 2.252*** 1.000 1.167 
F值 10.023*** 7.199*** 
Adjusted R2 0.235 0.158 
註：1. 樣本數：低國際化程度群之樣本數=266，高國際化程度群之樣本數=298。 

2. * p<0.1,** p<0.05, ***p<0.01 
3. 電力電子業為控制組。 

Jung (1991) 在探討 1976 和 1980 年美國多國企業廠商自擁優勢 (包含研
發、廣告及資本密集度) 與績效間的關係時發現，此產品差異化能力為解釋廠商

績效最主要的變數，與Morck and Yeung (1991) 研究 1978 年美國多國企業所得

到的結論頗為一致。近來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針對日本多國企業的研究，
則發現研發密集度對廠商績效有正向的影響效果，而廣告密集度雖然對廠商績效

亦有正向的影響，但並未達到顯著水準。因此，以台灣大型廠商為研究對象所得

到的結果大致上和美國及日本的研究一致。亦即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廠商，亦能創

造出產品差異化能力來提升廠商績效，此意謂著工業化程度較低的國家亦能創造

出本身的產品差異化能力。例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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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某些個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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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如本研究所預期，控制變數在影響廠商績效上的效果非常地顯著 
(F=42.408, p<0.01) ，產業虛擬變數與績效有顯著的相關，而廠商規模與廠商績

效有顯著地正向關係，負債比率與廠商績效呈現顯著地負相關。這些控制變數並

非本研究之主要重點，故在此不做深入的探討，但控制變數的顯著，再次地確認

在檢視廠商績效時，控制產業及廠商特性的重要性。 

本研究進一步地檢視廠商國際化程度的高低於各變數間之差異性。從表 3.7
之結果發現，國際化程度的高低在廠商規模上並無顯著地差異；而平均而言，國

際化程度較高的 266 家廠商之負債比率顯著地高於國際化程度較低之廠商 
(t=2.147, p<0.05) ，此結果和過去研究的推論一致 (Chen, Cheng, He, and Kim, 
1997) ，亦即認為國際化程度高的MNC可因市場的分散來降低風險，而風險程

度是公司融資決策的主要考量因素之一，因此認為國際活動程度高的MNC會有
較高的負債比率。 

國際化程度低的廠商績效雖然高於國際化程度高之廠商績效，但並未達到顯

著水準。國際化程度較高的廠商其研發密集度顯著地高於國際化程度低的廠商

(t=2.628, p<0.01) ，亦即國際化程度愈高的廠商投入較多的研發；而廣告密集度

則可明顯地看出國際化程度高的廠商顯著地低於國際化程度低的廠商 (t=-3.353, 
p<0.01) ，因為國際化程度低的廠商包含 37 家國內廠商 (廣告密集度平均為

3%) ，及 63家化學材料業 (扣除 12家為國內廠商後，廣告密集度平均為 1.4%) ，
其主要客戶以國內最終消費者為主 (請參考註 18) ，故國際化程度較低之廠商對

廣告投入的程度較高。 

表 3.7  國際化程度高與國際化程度低之廠商於各變數間之差異性檢定 
 國際化程度低 國際化程度高 t值 
廠商規模 750 786 0.358 
負債比率 0.460 0.498 2.147** 
績效 0.0704 0.0581 -1.449 
研發密集度 0.0142 0.0217 2.628*** 
廣告密集度 0.0100 0.0029 -3.353*** 
註：1. 樣本數：國際化程度低之樣本數=266，國際化程度高之樣本數=298； 

2.  * p<0.1,** p<0.05, ***p<0.01 

 



第五節  結論與建議 

雖然國際企業領域專注於多國企業的相關研究已行之多年，然而過去的研究

多專注在已開發國家多國企業之相關探討，但近來於全球經濟扮演著愈來愈重要

角色之亞洲多國企業已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 (Yeung, 1994)。鑑於亞洲多國企
業 (Asian context) 在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關係之相關探討仍屬缺乏，本研究

利用行政院主計處 (1996) 製造業抽樣調查之資料庫進行實證分析。本研究有如

下之結論： 

一、整體而言，台灣大型製造商之國際化程度頗高，但就各別產業細分後發

現，不同產業間之國際化程度及產品差異化能力間頗具差異性，其中電力電子業

之國際化程度及研發密集度最高，化學材料業之國際化程度最低，但化學材料業

之廣告密集度最高，因此探討影響廠商績效之因素時，產業特性的控制實有其必

要性。惟研究中之產業特性分為五類，其樣本分配不甚平均，可能造成推論上的

偏誤，為本研究中限制之一。 

二、在台灣MNCs與國內廠商績效之比較發現，其結果與 Shaked (1986) 研
究美國及 Yoshihara (1985) 研究日本企業所得到的結論一致，亦即 MNCs 與非
MNCs在績效表現上沒有顯著地差異，而近來 Wan (1998) 以香港 81家上市公司
所做的研究亦得到相同的結果。雖然以台灣大型廠商為樣本的研究和過去的研究

得到頗為一致的結果，但若據此推論國際化對廠商績效並不會產生顯著的影響恐

有疏失，因為上述比較MNCs與非MNCs績效之單變量 (t檢定) 統計方法並無
控制產業及廠商特性對績效的潛在影響。 

三、在控制產業特性及廠商特性後發現，台灣大型廠商國際化程度對績效的

影響呈現一非線性 (non-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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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廠商績效產生負向的效果，證實

了國際化與台灣廠商績效之間存在著倒U型的關係。雖然過去有幾篇相關研究發
現此倒U型的關係，但並無任何研究嚴謹地探討廠商之國際化程度何時到達最適

水準。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指出，從 1950 年代至今的三個世紀，大部份的

美國的大型企業當其在從事國際事業時，似乎都接受了「愈多愈好 (more is 
better)」的概念，然在其研究中發現不同的國際化程度對廠商績效所產生的影響

效果頗具差異性，因此兩位學者認為若能精確地發展出一國際化之最適水準，則

經理人在國際化的策略運用上將較有所標準。

鑑於先前研究之限制與不足，本研究利用迴歸分析，進一步地經由穩健性測

試，發現台灣大型廠商國際化之最適水準為 48.76%13，明確地提供台灣大型製造

                                                 
13 作者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除Hitt et al. (1997) 以較嚴謹的研究方法探討國際化對廠商績
效的非線性關係，但其亦未明確地算出其國際化之最適水準，作者試圖從Hitt et al. (1997) 之實
證模型算出其最適水準為 54.63%，高於台灣的 48.76%。進一步的探討，發現兩篇研究並非在同

一個比較基礎，如Hitt et al. (1997) 所衡量之國際化方式為entropy指標，且模型中所控制的變數

亦有所差異，故上述之比較結果僅能列為參考，概因其並非於同一比較基礎上。 



廠商於從事國際化策略的一個參考依據。若從公司成長理論的觀點視之，公司本

身並沒有辦法無限制地擴張，概因公司本身的管理能力限制了廠商的成長 
(Penrose, 1959)。此意謂著，在控制其他變數不變之下，雖然公司本身的國際化

策略對績效之提昇有一定的貢獻程度，但此並不代表著公司可以無限制地從事國

際擴張活動，因為當超過最適水準之後，對廠商績效的成長將呈現負向的效果。

本研究以嚴謹地方法找出台灣大型廠商國際化之最適水準為 48.76%，明確地建
議業界在從事國際化策略時，可以根據本研究所提供之國際化最適水準指標，時

時檢視並適時控制海外之擴張活動。 

四、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有一正向影響的效果，雖然台灣大

型廠商產品差異化之能力在廠商績效之解釋能力遠低於Jung (1991) 的結果14，但

以台灣廠商為樣本研究的結果，證實了新興工業化國家仍具有產品差異化之能

力。從表 3.5的分析發現，整體樣本之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為一正向的影響效

果，經由表 3.6 之穩健性測試後，發現國際化程度低之廠商 (包含 37 家國內廠
商)，其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仍然呈現正向的顯著影響，但國際化程度高之廠

商雖然得到一樣的結果，但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推論其原因，可能為台

灣國際化程度高之廠商於國外之客戶大都不是以最終消費者為對象，較不具品牌 
(行銷) 優勢，然根據上述推論，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的提昇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故建議台灣國際化程度高之廠商未來在品牌 (行銷) 優勢上仍有待進一步地
努力。此一建議和近來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規劃「再造傳統製造業競爭優

勢」所提出之提升產業升級競爭力之途徑頗為一致，其指出「升級」為提升競爭

力之重要途徑之一，而加強設計、自創品牌或利用大陸、東南亞發展區域品牌以

增加產品差異化能力來提升廠商績效，諸如康師傅、和成、羅馬、信益及櫻花等，

皆為成功的例子 (曾憲文，2001)。 

五、為了將台灣大型廠商之國際化程度及研發密集度與已開發國家之多國企

業做一比較，表 3.8 列出台灣與七大工業國家之相關資料。從表中發現，台灣大

型廠商之研發密集度低於美國之 3%，高於另外六個工業化國家，由此可知新興

工業化國家的台灣，其大型廠商重視研發的投入程度並不亞於七大工業國家。此

外，從國際化程度的資料發現，由於國際化程度衡量方式的不同 (見表 3.8 註
4) ，台灣國際化程度僅次於美國，高於其餘的六個工業化國家。然而，本研究

所使用之主計處資料庫中並無法區分由台灣出貨的比率及其他國家 (海外) 出
貨的比率，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一，但從經濟部統計處 (2000) 的製造業對外投資
況調查報告顯示，在 1997 年之 1,432 家廠商中，由台灣接單第三地出口的比例

約為 30%，若將此比例類推於本研究，則於表 3.8 中台灣的國際化程度僅為

15.6%，遠低於七大工業國 (日本除外)。因此，考慮台灣接單、第三地出口的情
況下，兩種衡量國際化之方式頗具差異性。此一結論頗符合Bartlett and Ghoshal 

                                                 
14 Jung (1991) 以美國企業為研究對象發現，研發能力、行銷能力及資本密集度對廠商利潤的解

釋能力為 60%。 



(1989) 的論點，廠商在邁向多國營運之早期時 (如台灣)，以出口銷售額佔總銷
售的比例來衡量國際化程度，相較於國際化程度較高之歐美廠商要來的貼切。據

此，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倒U型之驗證，實有待針對不同國家做更進一步的

比較性研究。 

表 3.8  台灣廠商之國際化程度及研發密集度與七大工業國之比較 
 台灣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義大利 日本 英國 美國

研發密集度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3 
國際化程度 0.52 0.34 0.33 0.33 0.35 0.09 0.28 0.60 
註：1.台灣資料來源為 1996 年行政院主計處製造業抽調查檔案 
    2.七大工業國家之資料來源為 1994 年 Worldscope Global Database 
    3.台灣與七大工業國家之廠商研發密集度皆為研發支出/總銷售額 
    4.台灣廠商之國際化程度=出口額/總銷售額； 

七大工業國家之國際化程度=海外銷售額/總銷售額 

六、本研究雖然已利用大型資料庫驗證國際化程度及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台灣

廠商績效的關係，以達到驗證理論一般化之目的，研究設計及過程上雖力求嚴

謹，但仍然有下列幾項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仍然建立在台灣大型製造廠商的

實證，在理論一般化的過程上可能會有所限制。因此，以服務業或中小企業為主

體的實證在理論一般化的驗證上有其必要性，亦為未來研究的方向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Wan, 1998)。亦即，擴展現存的「西
方」理論，應該涵蓋更多元化及不同文化的觀點，不要完全一味的以北美觀點去

驗證所有的區域，方能建立不受限於文化的管理理論 (Doktor, Tung, and Glinow, 
1991)。 
 



第六節  本章小結 

本研究選取行政院主計處製造業抽查資料庫中之 564 家大型製造廠商為研
究對象，實證結果皆支持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假說，且大致與過去的研究得到一

致的結論。然而，過去研究中，所使用之大型多國企業研究樣本皆來自公開上市

公司資料。例如：Grant (1987) 以時代 (The Times) 雜誌列出的前 500大公司，
輔以EXSTAT資料庫之財務資料選取 304 家大型廠商；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 以西班牙股票市場中最大的 103家公司；Kim et al. (1993) 
以富比士調查中的 125家大型多國企業；Tallman and Li (1996) 從多國企業指南 
(Directory of Multinationals) 中 450家全世界最大的工業公司，篩選出 192家大
型多國企業；Hitt et al. (1997) 及 Kotabe et al. (2002) 所實證的美國大型多國公
司皆來自COMPUSTAT的資料庫；近來以日本廠商為對象之實證研究，亦皆來自

於公開上市資料 (例如：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eringer et al., 2000)。相較於
本研究所實證之 564家廠商，這些研究的廠商規模遠遠大過於台灣大型廠商。舉
例來說，於本章研究之廠商規模 (以員工人數計算) 平均為 769人，而 Geringer 
et al. (2000) 以Nikkei’s “NEEDS” 資料庫中所實證的 108家日本廠商之平均規模
為 13,550 人，差距甚大，為了避免推論台灣大型廠商，與過去研究在國際化程

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影響的主題上，獲得完全一致結論可能產生的偏

誤，本論文在第三章以較類似的比較基準點—台灣公開上市的公司—為研究對
象，並選擇對台灣經濟成長頗具貢獻之資訊電子廠商進行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