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營利組織國際化之研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文獻探討分為兩部分。前三節對於營利組織海外進入模式之相關理論

進行探討及整理，後三章則針對非營利組織的特性，以及非營利組織國際化相關

之文獻進行探究。 

 

第一節  海外進入模式之分類 
 

進入海外市場是企業國際化重要的一環，影響企業在當地營運的績效。組織

會在不同的環境條件之下，運用所累積的知識和經營經驗，將組織的資源進行最

有效的運用，在國際活動不同的階段中採取不同的方式降低風險與不確定性。各

種不同的海外市場進入模式因而出現。學者通常以控制程度（Davidson, 1980; 

Anderson & Gatignon, 1986; Jeannet & Hennessey, Erramilli, 1991）與資

產投入（Jeannet & Hennessey, Erramilli 1993）來描述各種不同進入模式。

Davidson(1980)以持股比例的不同，將海外進入模式分為獨資(wholly owned)、

多數股權(majority)、合資(co-owned)、少數股權(minority)、授權(licensee)

等五種類型，各類型在管理控制(managerial control)、行銷模式

(marketingmode)、製造模式(manufacturing)有相異的特性（見表2-1-1）。 

 

表 2-1-1  Davidson 對海外進入模式之分類 

所有權 管理控制 行銷模式 製造模式 

獨資 

（wholly owned）

完全由母公司負責 完全靠公司內部的

職員與業務人員 

全部由公司生產

多數股權 

（majority) 

策略性合作  生產主要零組件

合資 

（co-owned） 

當地化： 

母公司有限度負責 

經銷商 

（distributors）

從母公司進口裝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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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股權 

（minority） 

 代理商 

（agents） 

 

授權 

（licensee） 

母公司為被動性角

色 

經紀商 

（brokers） 

在當地採購生產

資料來源：Davidson, W.H.,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y: Country 

Characteristic and Experience Eff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0, 

pp.9-22 

 

Anderson & Gatignon（1986）與Root（1987）研究交易成本與進入模式選

擇的關係。Anderson & Gatignon根據「市場進入者的控制程度」（the entrant＇s 

level of control）將進入模式分為三大類：高度控制模式（支配性股權利益）、

中度控制模式（平衡性股權利益）和低度控制模式（擴散性股權利益）（見表

2-1-2 ）。 

 

表 2-1-2  Anderson & Gatignon 對海外進入模式之分類 

控制程度 進入模式 

高度控制模式 

（支配性股權利益） 

1.完全擁有的子公司(wholly-owned subsidiary) 

2.多數夥伴之優勢股東(dominant shareholder(many partners)) 

3.少數夥伴之優勢股東(dominant shareholder(few partners)) 

4.單一夥伴之優勢股東(dominant shareholder(one partner)) 

中度控制模式 

（平衡性股權利益） 

1.多數夥伴之多數股東(plurality shareholder(many partners))

2.少數夥伴之多數股東(plurality shareholder(few partners)) 

3.對等夥伴(equal partner 50/50) 

4.契約性合資(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 

5.契約性管理(contractual management) 

6.限制性獨家契約(restrictive exclusive contract) 

7.加盟(franchising) 

8.非獨家限制性契約(nonexclusive restrictive contract) 

9.獨家非限制性契約(exclusive nonrestrictive contract) 

低度控制模式 

（擴散性股權利益） 

1.非獨家非限制性契約(nonexclusive, nonrestrictive 

contracts) 

2.多數夥伴小型股東(small shareholder(many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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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數夥伴小型股東(small shareholder(few partners)) 

4.單一夥辦小型股東(small shareholder(one partner)) 

資料來源：Erin Anderson and Hubert Gatignon, “Modes of Foreign Entry: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all 1986, pp.1-26 

 

Root則將海外市場之進入模式可分為出口與直接投資兩種。在營運管理的觀

點之下，進入模式可分為出口模式、契約模式、與直接投資模式，每種進入模式

又分為數種方式，對組織的成本與利益有不同的影響。（見表 2-1-2） 

 

表 2-1-3  Root 對海外進入模式之分類 

進入模式 方式 

出口模式 

（export mode） 

1.間接出口（indirect export） 

2.直接出口（direct agent/distributer） 

3.分支機構/子公司（direct branch/subsidiary） 

契約模式 

（contractual 

mode） 

1.授權(licensing) 

2.加盟(franchising) 

3.技術合作(technical agreements) 

4.服務契約(service contracts) 

5.管理契約(management contracts) 

6.工程/整廠輸出(construction/turnkey contracts) 

7.契約製造(contract manufacture) 

8.共同生產合作(co-production agreements) 

直接投資模式 

（investment mode） 

1.新創事業獨資(sole venture: new establishment) 

2.併購獨資(sole venture: acquisition) 

3.合資(joint venture) 

4.其他 

資料來源：Root, Franklin R., Entry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 D.C.: Health 

and Company, 1987 

 

Jeannet & Hennessey以控制程度、資產投入程度、變動成本、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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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佔有率以及風險程度六個構面來描述各種海外進入模式之特性，將進入模式

分為間接出口、直接出口、銷售子公司、特許經營、技術授權、契約製造、組裝

及當地生產八種（吳青松，1999）。（見表2-1-3） 

 

表 2-1-4  Jeannet & Hennessey 對海外進入模式之分類 

進入模式 
控制 

程度 

資產 

投入 

變動 

成本 

固定 

成本 

市場 

佔有率 

風險 

程度 

間接出口 

直接出口 

銷售子公司 

特許經營 

技術授權 

契約製造 

組裝 

現地生產 

弱 

 

 

 

 

 

 

強 

     

註：箭頭方向代表該因素構面之強度 

資料來源：吳青忪，國際企業管理：理論與實務，智勝出版，1999  

 

Erramilli(1991)研究服務業的海外進入模式，將進入模式分成兩種：（1）

完全控制模式（full-control modes）：企業自營通路與分支機構，或獨資經營

海外子公司等；（2）共有控制模式（shared-control modes）：經由外部仲介

商出口、契約模式、與合資等。Erramilli（1993）並以修正的交易成本理論探

討服務業的海外市場進入模式，依據所有權和整合性的程度、資源投入和風險高

低兩種特性，將服務業的基本進入模式分為契約交換（Contract Transfer）、

合資（Joint Venture）、與完全擁有營運（Wholly Owned Operatrion）。在三

種基本模式之下，又有數種的變化模式。（見表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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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Erramilli 對海外進入模式之分類 

基本模式 變化型 

所有權

與整合

程度 

資源投

入與風

險 

類型 

契約交換 

授權（licensing） 

特許(franchising) 

聯行制度(correspondent banking)

共有控制模式

合資 

夥伴(partnership) 

聯盟(consortium) 

附屬(affiliate) 

共有控制模式

完有自營 

子公司(subsidiary) 

辦事處(office) 

分支機構(branch) 

專案辦事處(project office) 

代表處(representative office) 

無/很小

 

 

 

 

 

 

 

 

 

完全 

無/很小 

 

 

 

 

 

 

 

 

 

高 

完全控制模式

資料來源：M. Krishna Erramilli and C. P. Rao ,   “Service firms' international 

entry-mode choice: A modified transaction-cost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57, Jul 1993, pp.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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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外進入模式選擇之影響因素 
 

學者從不同的觀點進行影響海外進入模式選擇的相關研究，包括經濟觀點

（Anderson & Gatignon, 1986; Rindfleisch & Heide, 1997）、資源觀點（Benito 

& Welch, 1994; Penrose, 1959; Hamel & Prahalad, 1993）、與管理觀點（Agarwal 

& Ramaswami, 1992; Dunning, 1980; Root, 1987; 吳青松, 1999）。經濟觀點

主要是探討交易成本對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資源觀點從核心資源的建構、維持

與延伸進行探討；而管理觀點融合了經濟與資源的觀點，以公司本身的規模、經

驗、產品、市場、環境、策略因素進行研究。有學者認為經濟的觀點缺失在於缺

乏動態的考量（Bnito & Welch 1993），因此提出程序方法，針對國際企業在不

同時點所採取的進入模式進行研究。Andersen將各種進入模式研究加以比較（見

表2-2-1 ）。本節分別就經濟觀點、資源觀點、與管理觀點探討相關學者的研究。 

 

表 2-2-1  各海外進入模式理論之比較 

觀點 

特性 
建立鏈 交易成本取向 折衷架構 組織能力觀點 

基礎理論 

資源基礎理論 交易成本理論 交易成本、國際

貿易、資源基礎

理論 

資源基礎理論 

分析單位 廠商 交易 廠商 廠商 

解釋變數 

廠商知識：國際

化之經驗與知

識。 

交易特性：資產

專屬性、不確定

性。 

所有權優勢、區

位優勢、內部化

優勢。 

廠商能力：獨特

性知識。 

行為假設 
有限理性。 有限理性與投

機主義。 

有限理性與投

機主義。 

有限理性。 

決策準則 

成長與風險的

抵換。 

達到交易成本

最小。 

報酬、風險、控

制、及資源的抵

換。 

價值與成本的

抵換。 

進入模式 
進入模式將會

是一種「鏈」的

數種分類：契約

式移轉、合資、

數種分類：獨

資、合作經營、

內部化與合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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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1.不固定出口。 

2.透過經銷商

出口。 

3.子公司銷售。 

4.在國外生產。 

整廠輸出。 整合等模式。 

資料來源：Andersen, O. (1997), “International and Market Entry Mode: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special 

issue 1997, Vol. 37, pp.27-42. 

 

一、經濟學的觀點 

 

（一）交易成本理論（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交易成本從個體的角度分析，以「交易」為分析單位。過去的個體經濟學或

組織理論中，假設市場是在完美的狀態下運作，並未考慮交易成本。直到Coase

（1937)認為在交易過程之中，由於環境有不確定性與決策理性受限，會產生成

本，也就是說，市場上的均衡價格是在供需雙方都付出一定成本之下所達成，此

成本即為交易成本。Coase認為市場機制與企業組織有替代性，當市場機制不完

美時，企業組織能替代市場機制將資源做有效的分配，藉由交易的內部化降低管

理與交易的成本。Arrow（1969）廣泛的定義交易成本為「經濟體系運作之成本」。

吳思華（2000）指交易成本是「在交易行為發生過程中，伴同產生的資訊搜尋、

條件談判與監督交易實施等各方面之成本」。Teece（1986）認為選擇在市場交

易或是企業內部交易的的判斷標準是「效率」，效率發生在生產成本與交易成本

的總和最低時。交易可能會因為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以及環境不

確定性（Uncertainty）等因素而形成少數議價（Small Bargaining）或專屬陷

入（Hold-Up）的情況，使得市場無效率，此時，經由交易的內部化，可以降低

生產與交易成本。Williamson（1975）延續Coase的觀點，假定交易成本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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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列的六項因素（引述吳思華, 2000）： 

 

1.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 

人類原有企圖追求極大化之理性行為、但因精神、生理、語言上皆有限制，

而使理性行為受到限制，因此，在交易中之行為，並非最理性之結果，交易雙方

這種不理性的行為，增加了交易的困難度。 

 

2.環境的不確定性與複雜性(Uncertainty/Complexity) 

未來環境如果充滿著變化與不可預期，則交易雙方的理性行為必定會受到許

多限制，亦造成交易過程與訂定契約之「討價還價」成本高昂，缺乏效率。 

 

3.投機心理(Opportunism) 

在交易的過程中，交易雙方基於尋求自我利益，常會採取一些策略行為，並

於彼此間隱藏著懷疑與不信任，則交易過程之監督成本大增。 

 

4.少數交易(Small Numbers) 

在交易過程中，和交易相關之知識具有異質性，資訊與資源並非完全流通，

因此，市場上的交易，往往實際上只是少數人參與。當參加交易人數不多時，交

易雙方討價還價的過程將漫長，彼此間所產生的交易成本便極為高昂。 

 

5.資訊不對等(Information Impactedness) 

在交易過程中，由於環境變化及人性的投機心態，使得交易雙方握有的資訊

完整性，在程度上往往不同。在這種情況下，常導致先行動者（First Mover）

得利，並形成少數交易的現象。 

 

6.氛圍(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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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雙方若處於對立的立場，整個環境充滿懷疑與不信任的氣氛，使得交易

過程非常重視形式，徒增交易成本。 

 

以上六項因素間彼此的相互作用，決定市場競爭的程度，進而影響交易成本

的大小。Williamson（1981）從三方面說明交易成本的來源：(1)人的行為屬性：

有限理性與投機心理；(2)交易的本質：資產專屬性與環境的不確定與複雜性；

(3)交易時的現象：少數交易與資訊不對稱。在市場失靈的情況下，廠商必須訂

定契約來彌補不完全是場所造成的傷害。Williamson（1985）以契約不完全

（Incomplete Contracting）的成本說明交易成本，分為事前與事後的成本。事

前成本為簽訂契約的成本，包括簽約（Drafting）成本、協商（Negotiating）

成本、與保障協議（Safeguarding）成本。事後成本為維護與監督契約所產生的

成本，包括適應不良成本（Maladaptation Costs）、討價還價成本（Haggling 

Costs）、建立與運作成本（Setup and Running Costs）、與束縛成本（Bonding 

Costs）。 

 

Rindfleisch ＆ Heide（1997）歸納交易成本的型態、來源、與統治的本質。

（見表2-2-2）交易成本的型態以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區分(Malone, 1987; 

Masten, Meehan & Snyder, 1991)，來源則可歸類為資產專屬性、環境不確定性、

與行為不確定性。 

 

1.資產專屬性 

資產專屬性造成保障契約（Safeguarding）的問題。廠商如果沒有適當的保

護其投資，就必須承擔遭受損失的風險。包括投資被沒收的風險（risks of 

expropriation）與特定資產投資失敗的風險。投資被沒收的風險來自於被委託

人的投機心理，因此，廠商在簽訂保障契約的過程中，而產生了直接成本，即為

Williamson所謂的事前成本。另外，對特定資產投資的失敗包含了生產力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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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成本。在此，統治的本質為「保護」。 

 

2.環境不確定性 

環境不確定性造成適應問題。在外部環境產生變化時，決策者因為有限理性

的限制而難以修改契約。為了適應新環境所產生的交易成本包括溝通新資訊、重

新談判協定、與協調活動等直接成本。而適應的失敗包含了不適應的機會成本，

這些都屬於事後成本。在此，統治的本質為「適應」。 

 

3.行為不確定性 

行為不確定性造成績效評估的問題。廠商通常以衡量交易夥伴的產出或行為

來降低行為不確定性。但衡量的目的並不只是為了降低行為不確定性，而是要正

確地瞭解績效，並以公平地分配獎賞給成員。績效衡量的不當和資訊不對等有

關，事後的資訊不對等會導致不當的績效衡量，讓成員減少個人努力使生產力損

失，產生機會成本。而事前的資訊不對稱性會在選擇過程中產生直接成本，當所

選擇的夥伴不適當，沒有具備應有的知識與能力時，機會成本因此產生。在此，

統治的本質為「績效評估」。 

  

表 2-2-2  交易成本的來源 

交易成本的來源 資產專屬性 環境不確定性 行為不確定性 

統治問題的本質 保護 適應 績效評估 

直接成本 

簽訂保護的成本 溝通、談判、和協調

成本 

1.篩選與徵選成本

（事前） 

2.衡量成本（事後）

交

易

成

本

的

型

態 

機會成本 

投資於生產性資

產的失敗 

不適應；適應失敗 1.適當伙伴確認的

失敗（事前） 

2.經由努力的生產

力損失（事後） 

資料來源：Aric Rindfleisch & Jan B Heide,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Pas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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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ture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61, 1997, pp.30-54. 

 

Anderson與Gatignon以交易成本分析為架構，研究廠商對海外進入模式的選

擇。在研究中將進入模式以控制程度作為區分，垂直整合程度越高的模式，其控

制程度越高。Anderson與Gatignon認為，有關垂直整合決策的考量因素，在產業

理論、組織理論、與契約法中皆有探討，然而這些理論皆包含在交易成本分析之

中，因此可以用交易成本分析作為比較完整的架構。在交易成本中有四個因素決

定了最適的控制程度，影響有效的進入模式之選擇：1.交易專屬資產：當某些實

體資產或是人力資產只屬於特定的少數人，或是只用於特定的少用途；2.外部不

確定性：外部環境變動性大或是不可預期時；3.內部不確定性：內部不確定性來

自於廠商無法確實衡量績效；4.搭便車的可能性：當委託人很容易在成本不高的

情況下取得利益時，就會產生搭便車的行為（見圖2-2-1 ）。此研究發展出九個

命題： 

 

P1：當廠商高度擁有產品或是製程時，高度控制的進入模式會比較有效率。 

P2：產品或是製程是非結構性並難以瞭解時，高度控制的進入模式會比較有效率。 

P3：當產品為客製化時，高度控制的進入模式會比較有效率。 

P4：當產品越成熟時，廠商對外國分支機構的控制程度應該越低。 

P5：當國家風險與資產的交易專屬性都越高時，適當的控制程度越低。 

P6：控制程度與廠商國際化的經驗呈現正相關。 

P7：當社會文化距離越大時， 

a.低度控制較中度控制有效率。 

b.高度控制較中度控制有效率。 

c.只有在公司以原本方式營運能帶來大量優勢時，高度控制才會較有效率。 

P8：地主國企業群體越大時，進入者控制的程度應該越低。 

P9：當品牌名稱的價值越高時，高度控制的進入模式會較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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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資產專屬性 

圖 2-2-1 影響進入模式的因素 

資料來源：Anderson, E. & Gatignon, H. “Modes of Foreign Entry: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all 

1986, pp.1-26. 

 

（二）內部化理論（Internalization Theory） 

內部化理論和交易成本相同，皆認為廠商內部的部門與次組織是因應市場失

靈而產生。但交易成本以「交易」為分析單位，而內部化理論則是以「廠商」為

分析單位。內部化理論認為交易成本產生於生產活動中，上游原物料有供應不穩

定的風險，當風險與不確定性大時，廠商會進行向上垂直整合。Buckley & Casson

（1976）首次將交易成本之概念運用在內部化理論上，認為廠商的優勢可能是來

自於人力資源、知識、技術等方面，但其優勢來源是不穩定的，要取得這些優勢

不容易，而且成本較高，廠商為了維持優勢的穩定，並降低成本而將這些資源內

部化。在跨國的交易中，跨國企業在市場不完全競爭的情況時，會將交易內部化，

選擇以直接投資之方式取代貿易。 

 

外部不確定性 

內部不確定性 

搭便車的可能性 

進入模式：

控制程度

×

長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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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gman（1981）指出內部化乃是廠商為了克服財貨市場或要素市場的不完

全。財貨市場的不完全主要是來自政府各項關稅與非關稅的貿易障礙，要素市場

的不完全，是因為企業的生產活動中所需要的要素在市場上存在著嚴重的交易成

本。因此，跨國企業因應市場不完全的程度進行所有權與控制權的調整，形成不

同的跨國營運模式。 

  

二、資源觀點 

 

（一）資源基礎理論 

Penrose（1959）定義資源是「廠商所買、租、或生產供其使用的實體事物，

和有效利用這些實體事物所雇用的人力」，而廠商是資源的集合。個別廠商的獨

特性來自於不同的資源配置與運用方式。這種異質性資源造成廠商獨特性的論

點，即為資源基礎觀點的基礎。Barney(1991)認為資源是否具有持續性競爭優勢

的潛力，取決價值、稀有性、與無法完全仿製/模仿。資源的價值在於是否能增

進企業策略執行的有效性；資源的稀有性視企業的潛在與現有競爭者是否擁有該

資源；另外，資源還必須具有專屬性、模糊性、複雜性與不可替代性，使他人無

法完全複製與模仿。吳思華(2000)認為，對企業具有策略價值的資源，需要符合

獨特性、專屬性、與模糊性，簡述如下（引述吳思華, 2000）： 

 

1.獨特性：該資源能使企業在執行策略時增進效能與效率的價值，同時市場供應

量非常稀少，又無其他替代品。 

 

2.專屬性：該資源和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理制度緊密結合，不

易移轉或分割，縱然其他企業取得該項資源，亦不一定能發揮類似的功能。 

 

3.模糊性：意指資源的建構過程及其與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係，不易釐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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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競爭者不僅無法取得，亦根本無從學習。 

 

此外，吳思華(2000)認為核心資源的來源多元，可分為資產與能力：資產是

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量，並可再分成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能力則是

指企業建構與配置資源的能力，又可分成組織能力與個人能力。（見表2-2-3） 

 

表 2-2-3  策略性資源的內涵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有形資產 

金融資產 現金、有價證券 資
產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利、著作權、已登記

註冊的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等 

個人能力 

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 

人際網路 
能
力 

組織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料來源：吳思華，策略九說，臉譜出版，2000，pp.127-133 

 

在資源的角度中，企業的強弱不在於資源的多寡，在於運用資源的相異程度

(Penrose, 1959)。目前企業所面對的是一個動態的環境，企業所擁有的資源與

競爭優勢可能會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動、內部自身的行為、運用上的無效率、或是

競爭者的對策而改變。在靜態的觀點中，強調的是企業策略與資源的適配

（fitness）。但在動態的觀點中，企業策略與資源之間存在的關係應該是一種

延伸性(stretch)的動態觀念(Hamel & Prahalad, 1993)。企業在面對環境的改

變時，應該要思考如何對內外部的資源進行建構、延伸、與重整，持續的調整資

源與策略目標之間的差距。資源建構意指企業將現有資源轉換為之前從未用過的

新資源，建立新的核心能力，轉換的方式包括從外部購入或以合作方式取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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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延伸意指企業將現有資源轉換為之前曾經用過的相似資源，發展目前的核心能

力。企業進行資源建構和延伸的活動方式大致可分為三類：1.內部發展：依據企

業現有能力內部自行發展，缺點是會因為相關性高而產生資源僵固問題(Leonard 

& Barton, 1992)；2.合作：與其他組織合作，建立新資源與互補性資源，例如

策略聯盟或是技術合作；3.購併：快速的從其他組織取得所需的資源。 

 

進入模式的選擇，就是一種企業對資源配置與運用方式的選擇。資源在國際

化中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組織所擁有資源多寡、資源的特性、與資源的

發展。許多研究皆指出，小型公司可支配的資源較少，因此在進入模式的選擇上

會受到限制；反之，規模較大的公司，擁有的資源較多且廣，對於進入模式的選

擇空間更大，並更傾向使用需要大量資源投入的模式，例如設立子公司（Agarwal 

& Ramaswami, 1992）。研究者研究是否有某些特定的資源對於海外進入模式的

選擇影響較大。其中，人力資源是影響海外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若是缺乏

擁有適當技能與知識的人才，國際營運會受到阻礙（Dowling & Welch, 1988）。

另外，領導者也會對進入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有研究顯示，組織的進入模式會

進入下一階段通常發生在領導者替換時，有時甚至產生「蛙跳」的情形，越過數

個階段，直接進入涉入更深的直接投資（Bjorkman & Eklund, 1991）。最後，

國際化各階段所產生的結果，會影響到國際營運中資源取得與資源發展相關的決

策（Benito & Welch, 1993），例如地主國的選擇。 

 

（二）建立鏈（Established Chain） 

有一部份的學者強調某些行為變數作為國際化的驅動因素，認為在某一時點

這些變數的組合會影響進入模式的選擇。當這些變數隨著時間的不同而改變時，

進入模式也隨之改變，形成一個有時間性的國際化流程，就是所謂的建立鏈

（establishment chain）。有些研究顯示，國際企業的進入模式選擇會是漸進

式的，從低涉入模式往高涉入模式發展（Welch & Luostarinen, 198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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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相關的研究顯示出企業不一定會以這樣的方式進行，而會在國際化的過程

中，對不同涉入程度的進入模式做出跳躍式的選擇（Nordstrom, 1991）。企業

選擇進入模式的依據包括不確定性與有效控制程度，而影響不確定性與有效控制

程度的因素主要是企業對於國際化的知識與經驗。而知識與經驗會如何影響不確

定性與有效控制程度，都有各種不同的研究結果與觀點。 

 

1.國際化經驗與知識對不確定性的關係 

國際化經驗越多，決策者對於本身對風險的判斷越有信心，不確定性下降，

因此，決策者會以進入模式來調整認知風險的大小，在認知風險較高的地區採用

涉入程度較低的進入模式。Yaprak (1985) 研究美國小型企業的出口，發現小型

企業的出口行為會根據過去所累積的經驗與知識做調整，形成一種連續性的過

程。也有研究顯示，國際化的經驗與知識越豐富，決策者在做進入的決策時，會

考量更多的問題，知覺風險與不確定性因而增加，有時甚至會導致企業做出撤資

的決策（Welch & Wiedersheim, 1980）。 

 

2.國際化經驗與知識對控制的關係 

企業必須擁有足夠的資訊與知識，才能對子公司做有效的控制。Thomas

（1988）研究一家澳洲多國籍公司進入國際市場的模式，發現這家公司會根據之

前的經驗調整進入模式，過程呈現由合資到獨資的傾向。Erramilli (1991) 對

美國服務業公司進行研究，並認為在服務業組織在國際化之初，因為必須承擔服

務品質異質的風險，對控制的需求高，之後將會遞減。最後由於組織國際化經驗

增加，對上下游整合的需求隨之提高，對控制的需求會再遞增。因此，組織在國

際化的過程中，涉入程度的高低會呈現U型情況。 

 

國際化的經驗中，除了企業本身所累積的一些知識外，還有在過去的國際化

過程中所建立的網絡關係，這些網絡關係包括顧客、經銷商、政府、合作對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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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關係中的契約伙伴彼此間會在網絡活動中做正式或非正式、在社交或是工作

上交流(Chunningham & Homse, 1986），為企業帶來國際化的知識與資訊，並影

響還外進入模式的選擇。在國際化的過程中眾多的變數中，除了企業的國際化經

驗、知識、與網絡關係之外，還有環境的影響，包括企業內部環境如財務狀況、

決策態度、產能利用等，與外部的機會與威脅。這些變數影響了國際化的過程，

而國際化的過程再影響這些變數，形成一種正向的回饋迴路（Benito & Welch 

1993）。（見圖2-2-2） 

 

 

環境（內部、外部）的影響 

國際化 

圖 2-2-2  影響國際化的流程與情境因素 

資料來源：Gabriel R.G. Benito and Lawrence S. Welch, “Foreign Market Servicing: Beyond 

Choice of Entry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Vol. 2, No. 2, 1994. 

pp.7-27. 

 

三、管理觀點 

 

（一）Dunning 之OLI變數 

Dunning（1980）認為海外直接投資可以依據三種理論：產業組織理論探討

如何在海外市場維持競爭優勢；內部化理論探討為何在海外投資生產；區位理論

流程的影響 

營運模式（涉入

程度、持續的國

際化活動） 

結果（經驗、

知識、技巧、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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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應該在哪裡投資設廠。Dunning整合三種理論，將影響海外投資的因素歸為

三類：維持競爭優勢的產業及廠商變數歸入所有權優勢；海外投資原因相關變數

歸入內部化優勢；影響地點選擇的變數歸入投資區位優勢（見表2-2-4 ）。三種

優勢詳述如下： 

 

1.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 

所有權優勢是指當廠商擁有稀少並特殊的資產時，為了將優勢和產能充分的

發揮，因此會擴大生產與市場，往海外做直接的投資。所有權優勢分為資產優勢

（Asset Advantage）與交易優勢（Transaction Advantage）。資產優勢是指廠

商本身具有其他廠商沒有的特殊性資產；交易優勢是指在國際營運中，因為交易

市場的不完全而產生較高的交易成本，廠商將交易內部化降低交易成本而取得的

優勢。 

 

2.投資區位優勢（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 

投資區為優勢是指在地主國投資可獲得的利益，可能來自於地主國的市場潛

力、地主國要素價格便宜、地主國擁有關稅優惠等因素。 

 

3.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Incentive Advantage） 

擁有所有權優勢的廠商，在其所擁有的特殊資產在進行內部使用會比外部移

轉有利時，就會跨國生產。由於市場之不完全，導致外部市場之交易成本會很高，

故廠商會將其交易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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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Dunning 的 OLI理論 

所有權優勢 投資區位優勢 內部化優勢 

1.無形資產優勢 

(1)產品創新能力 

(2)技術優勢、專利權 

(3)優良的管理經營制

度及人員 

(4)品牌、商標、商譽 

 

2.共同管理優勢 

(1)各分支生產單位之

共同管理，行程企業之

經濟規模、獨占力、享

有特別生產資源， 包

括人工、資金、資訊。 

(2)各跨國營運隊之共

同管理，可經由國際市

場中獲得更多之獲利

雞會，如跨國營運能力

之提升、風險分散等。 

1.市場規模及潛力 

 

2.生產成本如勞動成

本、品質及效率，天然資

源的多寡、非關稅障礙與

生產相關之公共建設。 

 

3.交易成本：運輸成本、

關稅及非關稅障礙。 

 

4.政府因素：政局穩定、

政府的獎勵制度、稅賦

等。 

 

5.心理因素：文化、社

會、語言之相似程度。 

 

1.市場淨化因素 

(1)避免交易與交涉成

本 

(2)利用價格區隔策略 

 

2.契約因素 

(1)對於技術的價值不

確定 

(2)對於供應商與專利

權買賣之掌握 

(3)相關交互活動之掌

握 

(4)供應商產品品質之

要求 

 

3.干涉因素：避免及利用

政府之干預。 

 

資料來源：Dunning, J.H and Trade,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ome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Spring-Summer 1980, pp.9-31. 

 

Agarwal & Ramaswami（1992）以Dunning的OLI理論為研究架構（見圖2-2-3），

以美國之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各變數間的交互作用對進入模式選擇的影

響，並獲得四項結論：1.規模越大且國際化經驗越豐富的廠商傾向以獨資進入海

外市場，而且較不會傾向對市場潛力低的國家無涉入。顯示此類型的廠商是以策

略而不是成本效益為主要考量；2.規模越小且國際化經驗較少的廠商傾向以合資

的方式進入市場潛力高的地區。因為此類型的廠商資源較為不足；3.產品差異化

能力較高之廠商，再面對高契約風險的市場時，傾向採取投資方式進入；4.當廠

商面對之國外市場具有高投資風險時，即便市場具有高潛力，廠商仍傾向採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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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進入模式。 

 

 

所有權優勢 

 

企業規模 

圖 2-2-3 影響進入模式選擇之因素的架構  

資料來源：Agarwal, S. & Ramaswami, S. N. “Choice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Impact of 

Ownership, Lo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al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st Quarter, 1992, pp.1-27. 

 

（二）整合性架構 

Root（1987）將影響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的因素分成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外

部因素包括地主國與母國的環境、產業條件等因素；內部因素則是組織本身的能

力與資源。簡述如下： 

 

1.外部因素 

(1)地主國市場因素：當地主國的市場潛力較小時，企業為了儘速回收投資，以

國際化經驗 

發展差異化產品的能力 

進入模式的選擇 

區位優勢  

 無涉入 

市場潛力 出口 

投資風險 合資 

獨資 

內部化優勢 

 

契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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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損益平衡，會採用資源投入較少的進入模式。當地主國的市場潛力較大時，

企業一方面必須投入大量以佔據市場，一方面也預期能從大量的投資中得到相當

的獲利，因此企業會傾向採取投入較多且控制程度較高的進入模式。另外，地主

國市場的有效程度也影響企業進入模式的選擇，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因為交易

成本較低，企業採用出口的進入策略；在不完全競爭的市場中，企業為了與當地

廠商競爭，會傾向用投資型態的進入策略。 

 

(2)地主國生產因素：生產因素考量的是地主國要素資源的品質、數量、成本、

與基礎設施的完善程度。當地主國生產成本低時，企業傾向於在當地生產，會採

用投資為進入模式。 

 

(3)地主國環境因素：環境因素包括地主國的政治、經濟、法律、社會文化等條

件。例如，弱勢的地主國政府以關稅或配額的方式限制進口時，企業必須採用投

資模式。另外，當地主國與母國的社會文化差距愈大時，低控制的進入模式會使

企業擁有較大的彈性。 

 

(4)母國因素：母國本身的因素包括市場規模、生產成本、競爭型態等。當母國

的市場規模小時，內需無法在供給面達到規模經濟，因此企業會大量生產，並將

多餘的供給出口。在母國的生產成本過高時，企業傾向進入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

投資生產。此外，當母國該產業的競爭型態為寡占時，若同業有一家進入國外市

場，則其他的競爭對手也會視競爭者的策略做出回應。 

 

2.內部因素 

(1)公司產品因素：出口的方式需要負擔運輸成本與稅賦支出，產品的差異性高

時，可採用較高的售價彌補這些成本，因此可採用出口方式。當產品需要高度的

配合地主國消費者的需求時，企業傾向採用投入程度較高模式進入海外。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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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密集產品的廠商傾向選擇授權的進入模式。 

 

(2)公司資源/承諾因素：公司所擁有的資源愈豐富時，則公司所能採用的國際市

場進入模式就愈多。除了資源之外，公司也會同時考量投入國際市場的意願與承

諾，因此，不論公司擁有資源的多寡，當經理人將資源投入國際市場的意願與承

諾高時，會選擇較多樣的進入模式。 

 

其他學者提出之進入模式的影響因素包括環境因素、競爭因素、與企業特性

因素。Fayerweather認為企業會考量營運績效、技術移轉、子公司之管理、風險

限制、與策略一致性選擇進入模式。其中，當合資人在營運績效上較本公司地位

越強時，企業會越傾向於採取合作的方式。Robbin認為影響進入模式的因素包括

市場競爭地位、合資對象之適合性、法律限制、與控制權需求。Terpstra提出，

選擇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的準則包括兩種：1.和個別產業或廠商有關特定因素:公

司目標、公司本身資產及銷售量大小、產品特性及公司之產品線。2.和個別產業

或廠商無關的一般因素: 市場數目、市場滲透情形、市場情報之回饋、所獲得之

經驗、控制程度、行銷成本之變動、獲利潛力、投資需求、行政管理需求、人員

需求、牽涉國外環境問題之程度、改變進入策略之彈性、與風險考慮。Akther

與Friedman(1989)認為應以地主國之經濟機會及政治風險作為選擇國際市場進

入的準則，經濟機會包括的變數有：基礎設施、競爭狀況、財物氣候、人口、與

其他變項（如法律限制、語言障礙、文化差距、消費習慣、宗教信仰等）；政治

風險包括的變數有：政府角色、政府型態、內部及外部鬥爭、與其他變項（如區

域聯盟、特殊利益團體的存在、地主國有國有化策略的存在）。企業會在綜合考

量地主國之經濟機會與政治風險之後決定進入策略方案。若地主國之經濟機會

低、政治風險高，則企業傾向於當地採資源涉入程度低之策略；若經濟機會高，

政治風險低之國家，則企業可投入較高的資源於當地市場（吳青松, 1999）。吳

青松彙整綜合各學者所提出選擇進入模式的準則，提出一整合性的架構（見表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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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海外進入模式的考量因素 

經濟面 市場大小、成長率、勞動成本、技能水準、當地管理能力

政治面 政治風險、進口管制、外匯管制、價格控制 

國
家
環
境 

文化面 文化相容性 

產業集中程度  

相對競爭力  

當地進入障礙 例如當地公司擁有政府特許力量或壟斷通路、原料來源。

競
爭
性
因
素 

市場風險  

產品 
成熟程度、產品差異化程度、產品線多角化程度、服務密

集度 

技術 成熟度、穩定性、複雜性、可專利性 

資源 資本、管理資源、開發中國家運作經驗 

企
業
特
性 

全球化程度 
全球化需求越強，越需要對全球據點控制及協調，因此宜

採用海外直接投資。 

資料來源：吳青忪，國際企業管理：理論與實務，1999，智勝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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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服務業海外進入模式選擇之特性 
 

一般而言，對海外進入模式的研究偏重於製造業，非營利組織所提供的是服

務，在分類上屬於服務業的一環。因此，在本節探討服務業在海外進入模式上與

一般製造業相異之處，作為研究非營利組織的參考。 

 

一、服務業的特性與進入模式的關係 

 

一般而言，服務業具有四種特性：無形性、不可分割性、異質性、不可儲存

性。由於這四項特性，因此服務業的海外進入模式較無法以出口的形式，而傾向

採用直接投資。關於服務業四種特性與進入模式之關係的相關研究，大部分與前

三項特性有關。 

 

1.無形性 

無形性是服務最主要的特性。服務具有看不見的特質，因此，消費者在消費

之前，並不確定會接受到怎樣的服務，在消費之後，也不容易判斷服務的優劣。

Chadwick & Vandermerwe（1989）認為無形性程度較低之服務因為能將服務寄託

在有形的商品上，因此廠商可以用出口的方式，透過代理商來進入當地市場；而

無形性程度較高之服務則無法以這種方式。另外，無形性程度較高之服務，品質

比較容易受到提供服務人員與顧客間之互動程度所影響，所以廠商會較為依賴人

力資源，因而資產專屬性就提高，因此根據交易成本理論之觀點，廠商應採取涉

入程度較高之進入模式（Erramilli & Rao, 1993）。 

 

2.不可分割性 

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同時發生的，顧客消費的同時，提供服務者也必須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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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Erramilli（1988）依服務可分割的程度將服務分為硬性（Hard）及軟性

（Soft）。硬性服務業是可以將生產與消費分割的服務，可以用出口的方式，在

母國生產銷售至海外，例如軟體服務、工程設計、與建築設計等。軟性服務則是

生產與消費無法分割的服務，因此必須以契約、授權或直接投資之方式來進入國

外市場，例如餐廳、旅館、與管理顧問等，非營利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大多屬於軟

性的服務。Chadwick & Vandermerwe（1989）研究指出，當廠商服務之不可分割

性程度越高時，越傾向採行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Erramilli & Rao（1993）

的研究亦發現，隨著服務之不可分離性提高，企業會傾向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 

 

3.異質性 

服務是依靠人員所提供，人員會因為個別差異提供有差異的服務、或是在不

同的環境與狀況之下有不同的表現。除了服務提供者之外，消費者本身、環境、

時間、甚至是其他的消費者都會影響到服務的品質，造成每次的消費的品質有所

差異。消費者的對服務需求影響到服務的性質，造成服務的異質性。Levitt（1972, 

1976）認為，某些服務業因為顧客需求相似，可以用標準化來達到規模經濟，但

在許多顧客需求差異較大的服務產業中，服務人員必須與顧客有頻繁深入的互

動，才能夠瞭解並滿足顧客需求。Erramilli（1993）根據交易成本理論，認為

顧客化程度較高之服務，相對資產專屬性較高，企業傾向選擇完全控制之進入模

式。Chadwick & Vandermerwe（1989）研究指出，當廠商服務之異質化程度愈高

時期愈傾向採行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 

 

二、修正的交易成本 

 

交易成本理論被廣泛的應用於解釋廠商垂直整合的決策中，並有學者針對不

同的研究範疇對其加以修正。在一般的交易成本研究中，認為資產專屬性越大

時，廠商的交易成本越高，因此越傾向選擇高涉入的進入模式，反之，在資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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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越小時，廠商比較傾向選擇低涉入的進入模式。在Erramilli & Rao的研究

中，認為這樣的結論背後隱含二個假設：1.垂直整合的唯一利益就是在不完全的

市場中降低交易成本；2.垂直整合的成本很高。然而，這兩項假設並不完全成立。

一方面，垂直整合除了交易成本的降低之外，尚有許多其他的利益，其中控制程

度的增加就是一項很重要的考量因素，Erramilli & Rao認為，不管其他條件如

何，廠商都會盡可能的增加控制程度。另外，在服務業中，垂直整合的成本不一

定會很高。這是因為製造業需要投資許多的資源在固定成本上，包括購買土地、

建立廠房等。而在服務業中，直接投資往往只需要辦公室與人員，成本並不高。

因此，Erramilli & Rao假設，資產專屬越高時對共有控制模式（shared-control 

mode）的意願會越低，會受到五個調整變數所影響：資本密集度、不可分割性、

文化距離、國家風險、與公司規模。這些變數對於這種關係會產生強化或是削減

作用（見圖2-3-1）。研究結果顯示，服務業在資產專屬性較低時會傾向選擇共

有控制模式，而當服務的不可分割性越高、國家風險越高、當公司規模越小時， 

會強化這種關係。 

 

 

資本 不可 文化 

密集度 分割性 距離 

圖 2-3-1  資產專屬性影響服務業共有控制的傾向之調整變數 

資產 

專屬性 

共有控

制的傾

向 

國家 

風險 

(-) (-) (-) 

(-) 

(-) (+) 

公司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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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專屬性增加時，對於共有控制的傾向會降低。這種關係的強度會由五個調整變數決定。(-)

代表此調整變數會強化這種關係；(+)代表會削弱這種關係。 

資料來源：Erramilli, M.K. & Rao, C.P. “Service firms' international entry-mode choice: 

A modified transaction-cost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57, Jul 1993, pp.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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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非營利組織之定義 
 

非營利組織早期稱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用以和第一部門（政府）

及第二部門（企業）作為區別，之後又被稱為志願部門、慈善團體、非政治組織、

社區組織及獨立部門等。學者對於非營利組織主要是以二個角度來定義：目的與

稅法。最廣泛的定義是以目的來界定，非營利組織不以營利為目的（Bantels, 

1974; 許士軍, 1980; 江明修, 1994; 鄭丁旺, 2002），而是因應特殊議題與活

動的需求而產生，其服務具有公共的性質，負有某種社會目的和改造社會的宗旨

（Kotler, 1991）。Bantels認為非營利組織負擔的是一種轉換的功能，從環境

中取得資源，並轉換成社會的價值。非營利組織在稅法上有兩項特殊的特性，第

一是盈餘不得分配予股東，第二是依據不同性質的組織享有不同程度的免稅。另

外，非營利組織是一種有正式結構的民間獨立團體（江明修, 1994），因此，非

營利組織通常有主動、創新、彈性與公共性的特性，可以彌補政府部門與企業部

門的不足。Anthony & Herzlinger（1975）歸納非營利組織的特性有七點，包括

(1)缺乏利潤衡量標準；(2)屬於服務性組織；(3)市場作用小；(4)專業人員居於

主要地位；(5)所有權無明顯歸屬；(6)政治性較濃厚；(7)傳統上缺乏良好之管

理控制。（引述許士軍, 1990）。茲將非營利組織的定義歸納如下： 

 

表 2-4-1  非營利組織的定義 

學者與分類 定義與解釋 

王建瑄(1965) 在我國的所得稅法中，營利事業所得稅是針對公營、私營

或公私合營，以營利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

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商、農、林、漁、牧、礦、冶

等營利事業做為課稅的主體。因此，非營利事業自然在免

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的範圍之內。 

Robent 

Bantels(1974) 

非營利組機構，雖不以營利為目的，但它仍負擔一種轉換

的功能，其意指任何一個組織都是從環境中獲取資源(包

括自然資源、人力、科技與資訊等)然後經由轉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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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投入變成產品一一種社會價值提供給外在環境，也就是

說組織轉換資源為創造環境所需的社會價值，這些價值有

的是有形的產品，有些是無形的服務、觀念。組織就利用

它所創造出來的社會價值來與需要它的人交換價值，對方

付出的價值為時間、金錢與意識形態等。 

許士軍（1980） 非營利組織就是不以營利為目的之組織。雖然有時，其收

益超過支出，而產生類似利潤之餘額，但其最終目的，並

不是在追求利潤。 

Hansmann(1980) 「非營利組織本質上，是一種組織限制其將淨盈餘分配給

任何監督與經營該組織的人，諸如組織之成員、董事與理

事等。」亦即非營利組織受到不分配盈餘的限制，故定義

為不分配的限制。 

Wolf.(1990) 非營利組織必須具有公眾服務的使命、必須在政府立案並

接受相關法令規章的管轄，必須組織成一個非營利或慈善

的機關，其經營結構必須排除私人利益或財物之獲得，其

經營得享有免除政府稅捐的優待，享有法律上的特別地

位，捐助者或贊助者的捐款得列入免(減)稅的範圍。 

Kotler (1991) 負有某種社會目的和改造社會為宗旨，並且依賴他人之捐

贈及義務工作人員的幫助而維持正常運作。 

江明修(1994) 

 

具備法人資格，以公共服務為使命，享有免稅優待，不以

營利為目的，且組織盈餘不分配給內部成員，並具有民間

獨立性質之組織。 

美國會計學會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通常區別營利與非營利的基礎，乃在於有無營利的動機，

非營利組織從其行動上的含義來說，有以下幾項特點: 

1.無營利的動機。

2.無個人或個別擁有組織的權益股份或所有權。 

3.組織的權益或所有權不得任意出售或交換。 

4.通常都不可或被要求、直接或按比例給予資金捐助者或

贊助人財務上的受益。 

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

法 

非營利機構定義成:「所謂非營利構是指各種教育、文化、

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合於民法法則公益社團及財團之

組織。以人之集合為特點，財團組織以財產之集合為特

點。二者皆為謀合全體社員非經濟性之公共利益或社會大

眾之公共利益之組織。」 

鄭丁旺等人（2002） 以公眾服務為使命、不以營利為目的、享有免稅優惠之機

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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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非營利組織國際化之原因 
 

在當前，社會上所有的組織，不論是企業、政府、或是非營利組織，都受到

全球化風潮的影響。所謂的全球化意旨「全球主義的過程」，而全球主義又分為

經濟全球主義、軍事全球主義、環境全球主義、與社會及文化全球主義（江明修 

2002）。經濟的全球主義在於將資本、財貨、金融、服務等市場的交易，放在全

球之下，形成資源與資本從高所得國家流向低所得國家的現象；軍事全球主義包

括一些以武力結合的網絡關係，一些共同防禦的承諾；環境全球主義為一些全球

有共通性、或是相互影響的環境議題；社會與文化的全球主義是資訊互流產生的

結果，通常是由於軍事或是經濟的全球主義所造成。全球主義帶來了兩個主要的

課題，一個是全球國家間差異的增加，強權國家挾帶著本身強大的優勢，在經濟、

軍事、環境、社會文化上對於相對弱勢的國家進行強制性的資源重分配，並介入

其國家本身的發展。因而產生不平等與貧富差距加大的情況，並產生邊緣化的問

題，許多開發中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會產生被剝削的感覺。另一方面，政府

在面對頻繁的國際事務交換中，產生的跨國治理的問題，政府的功能受到更大的

挑戰。David Mitrany指出，社會中有許多的功能，如醫療、通訊、農、工業、

科技發展等專門性的議題，單一國家無法獨立來解決，需要跨疆界、區域性甚至

是全球性的合作，進而形成一種功能性的互賴網。關於非營利組織的出現有三種

說法：契約失靈、政府失靈、與議題倡導（Oster, 2001），跨國性非營利組織

的出現也建立在這些來源上。 

 

1.契約失靈 

契約失靈通常發生在公共財上，因為市場機制無法使某些商品或是服務的價

格達到均衡，因此需要由公部門提供。非營利所提供的服務有公共性，消費者既

無法在事前判斷其價值，由於服務所帶來的效益並不只是針對個別消費者，具有

外部性，因此也很難在事後判斷其價值。此外，服務對象往往屬於弱勢團體，根

本沒有能力「消費」服務。因此，契約失靈導致非營利組織的出現。全球化主義

引起了更多的契約失靈問題，導致跨國性非營利組織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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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失靈 

政府失靈認為非營利組織是公部門的互補。當政府礙於許多限制，對於公共

事務無法有效的執行時，非營利組織以本身的效率、彈性、與創新等特質，對市

場的無效率予以回應與改善。例如在援外活動方面，非營利組織身為民間團體，

較政府能深入民間了解當地實際的需求，也比較容易受到受援國與援助國雙方人

民的接受與支持。Bolling(1982)及Gorman(1984)認為已開發國家政府過去的援

外政策並無法解決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問題與其對新經濟秩序的要求，非營利組

織的特質讓其能將援助直接施予第三世界國家的窮人而非當地政府。研究國際關

係的學者探討非營利組織與政府之間的角色關係。大致上對於非營利組織的跨國

性活動抱持兩種看法（楊秀勳, 2003）。一方學者認為非營利組織為政府政策的

一種工具，是政府外援的另一種選擇（Gorman, 1984）。因此，非營利組織援外

計畫是可以被操控的，反應的可能不是當地人民的實際需求，而是配合母國的需

要或是國際組織的需要。另一方對非營利組織的援外工作抱持較為正面的看法，

認為非營利組織擁有其本身的價值及目標，運作是獨立的。因為非營利組織在執

行能力與技術上具有不停創新的特點，因此非營利組織的援外活動是未來的趨

勢，而非政府的工具。 

 

3.議題倡導 

非營利組織是人員的集合，一群對於某一項議題關注的人，組成團體進行議

題倡導或相關活動。當前，多元的全球活動與資訊科技發展，使全球資訊的流通

更加順暢，對於相關議題關注的人員交流也由一國之內擴展到全球。近代世界上

出現了大量的社會運動相關議題，例如環保問題、女權運動、和平議題、人權保

護等，而非營利組織對這些社會活動具有議題領導的功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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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跨國非營利組織型態與國際化模式 
 

一、非營利組織的國際性型態與活動 

 

江明修（2002）指出，要擴大非營利組織對於治理超越地方與國家層次必須

正視組織型態的問題，而跨國非營利組織包括以下四種型態：1.國際性非營利組

織（Internation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POs）:其組織成員是超越國

家邊界的；2.跨國網路（transnational network）：成員間可共享價值、資訊、

並透過共同討論的方式協調行動一致性；3.跨國聯盟（transnational 

coalitions）：各個參與者之間共同協商策略與手段以影響國際決策者；4.跨國

社會運動組織(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連結各國社會

運動參與者。不同型態的組織形式提供不同的國際行動能力，因應不同需求的增

加，而調整資源與承諾的平衡關係。非營利組織跨國性的活動主要包括兩項：國

際人道救援與議題倡導，分述如下： 

 

（一）國際人道援助（Emergency Relief） 

人道援助是非營利組織進入國際的方式中爭議最少的方法。人道救援的理念

強調博愛精神，超越種族、國家、宗教等藩籬。諸如糧食發放、醫療濟助、災後

復建等活動皆屬於人道救援。人道援助的工作大部分是政府機構和非營利組織來

執行，通常政府會支持民間組織參與救援工作，有些政府會制定援助策略參與救

助活動。Miskel指出，已開發國家政府在人道援助過程中，會考慮經濟成本問題

而找尋合適的合作或是委託對象，而非營利組織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二）議題倡導 

以議題倡導為使命的組織其活動主要著重於一些社會議題如環保問題、女權

運動、和平議題、人權保護的推廣等。但這類型的組織所提倡的議題經常與政府

政策或企業利益有衝突，因此經常會受到一些限制與來自其他團體的壓力，有些

組織因為資金來源來自於政府、企業、或是強勢的個人，因此在國際化的歷程中

也會受到一些阻礙。但仍有一些成功的案例，說明議題倡導的組織要動員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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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伸張其所關注的議題，並引導政策的改變是可行的。國際綠色和平組織是

以環境保護為倡導議題的國際性組織，其國際策略只專注在環境的保護方面，主

張使用非暴力手段來彰顯全球環境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法。他們是一個完全獨立

自主的團體，沒有任何的政治立場，在財務或其它方面都不受任何政府、組織、

或個人的影嚮（余漢儀, 2003）。 

 

二、非營利組織的海外進入模式 

 

企業會在考量人力、財力、物力、市場、需求、文化、法規等條件之後，選

擇適當的海外進入策略。Drucker認為，非營利組織除了特定的使命之外，在其

他方面和企業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非營利組織邁入國際社會也考量類似問

題，但根本的策略核心在組織使命，每一項使命宣言都必須反映機會、能力和承

諾三項要素，否則將無法凝聚機構內的資源去做好該做的事(Drucker，余佩珊

譯，1994)。因此，非營利組織的進入模式與企業應有相異之處。根據之前的相

關研究（莊錦農、李幼嵐, 2002; 林吉郎、楊秀勳, 2003），非營利組織進入海

外的方式可依據長短期簡化為二種：短期的直接援助與中長期的直接設立據點，

其中據點的設立依據合作對象的不同與合作的程度而有許多種形式。 

 

（一）直接援助 

包括物資、人力、或是金錢方面的援助。通常是緊急的短期救助。直接援助

是非營利組織援外中常見的方式，例如國際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慈濟功德會

等組織，皆經常以此種方式進行短期的援外活動。以台灣的慈濟為例，在大型緊

急災難的發生時，在受災地沒有資源可運用、當地政府並不排斥、且沒有危險性

的情況下，該組織會從台灣本會直接派員前往受援國，勘災人員首先會前往了解

實情，在當地協助復建，待初步援助計劃完成後，人員即撤離回國。 

 

（二）直接設立據點 

組織運用資源的投入，在當地設立一個使命相同、制度相似的據點，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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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分的運用與取得當地各種資源，另外也較深入瞭解當地的需求，因地制宜

的發展與提供符合需求的服務，並能增強當地社會對組織的信賴，提升組織的優

勢。這種模式通常運用在中、長期的計畫方面。在非營利組織中，通常是由當地

人員發起，或是組織本身成員發起。例如慈濟基金會的海外分支會．皆是慈濟的

志工或員工在當地延續本會的使命，取之用當地，用之當地的，當有災難發生時，

當地的慈濟人會立即自組救災小組前往協助。據點在設立時，資源來自於當地的

募集與總部的協助，兩者的比例會有所不同。據此將進入的模式簡分為五種： 

 

1.直接方式：由組織成員設立。例如國際佛光會、慈濟功德會、伊甸社會福利基

金會等組織，都有在會員的發起之下，直接設立海外據點。 

 

2.會員方式：吸收會員國。例如基督教青年會、基督教女青年會、紅十字會、扶

輪社、國際同濟會等，都是採用此種方式。 

 

3.合作方式：與當地組織共同設立。例如奧比斯基金會與服務國家之醫院合作設

立醫療據點。 

 

4.委託方式：委託當地相關單位設立。例如國際生命線在進入台灣時，一開始是

由馬偕醫院所主導。 

 

5.聯盟方式：成立擁有共同目標的國際聯盟。例如國際民間藝術組織，就是一個

由各地民間藝術團體組成的組織。 

 

台灣近年來非營利組織發展蓬勃，過去多為外來組織進入台灣，目前也有越

來越多的本土性非營利組織走入國際，茲將目前在台灣的國際性非營利組織與進

入模式做一整理（見表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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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台灣國際性非營利組織現況 

NPO 對象 創始時間 創始國 進入模式 

YMCA 青年 1844 英國 會員國申請。 

紅十字會 災難傷患 1863 瑞士 

1.會員國申請（1912年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加入）。 

2.國際救援。 

YWCA 婦女 1894 英國 會員國申請。 

扶輪社 社會 1905 美國 
選定地點，派人視察後，協

助當地分社設立。 

國際同濟會 會員 1915 美國 
相關人士引進，直接設立分

會（1967年引入台灣） 

世界展望會 兒童 1940 韓國 1.國際救援 

國際生命線 絕望的人 1963 澳洲 
當地機構引進（1969 台灣由

馬偕醫院引進）。 

慈濟功德會 全人類 1966 台灣 

1.會員至海外設立據點。 

2.國際援助。 

3.與其他組織合作。 

珍古德基金會 靈長類動物 1977 美國 

與當地人士合作（1998年珍

古德來台演講，由本地保育

人士發起設立台灣總會） 

國際民間藝術組織 文化藝術發展 1979 比利時
申請加入（1998年台灣申請

加入）。 

奧比斯防盲救盲基金

會 
盲人 1982 美國 

1.當地設立醫療機構。 

2.培育當地醫療人才。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 
身心障礙者與

弱勢團體 
1982 台灣 

1.國際救援行動。 

2.設立服務據點。 

3.與國際組織合作。 

國際佛光會 全人類 1991 台灣 

1.直接設立據點（1992年在

美國設立總部）。 

2.各地佛教團體、寺院等自

願加入。 

荒野保護協會 
社區環境教育

與棲地保育 
1995 台灣 

1.與當地人士合作直接設立

據點。 

台灣國際醫療行動 
無法得到適當

醫療服務的人
2003 台灣 

1.籌備期間開始進行醫療服

務。 

2.會員來自全球各地。 

資料來源：喜馬拉雅基金會、各組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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