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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際化及國際化程度的定義 

 

一、國際化的定義 

所謂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是指企業從產品開始發展、國內銷售到後

來初期以出口的方式銷售到國外，最後在海外成立子公司生產等一系列的過

程，因此國際化過程是一連續性的階段，其原因是為了因應國際競爭、國內市

場飽和、擴充意圖、新市場開拓和多角化，所逐漸改變的一種過程

（Deresky,1994）。此階段過程描繪了一個企業國際性營運的發展狀況，增加

對國際營運之涉入程度（Welch and Luostarinen,1988 ）， 亦是企業從外國

部份之獲得佔其國內市場的程度（Piercy,1981）。因此，對於國際化定義，我

們可以說是指企業跨一國或以上的海外投資，其產品在國內銷售、海外銷售，

以及在海外成立子公司生產且對這些子公司須為有能力且意願參與經營管理的

企業。 

 

二、國際化程度的定義 

  在提及企業國際化程度的意義時，我們可先由企業國際化的過程看起，最初

的出口活動到海外設立子公司或生產基地，到所謂跨國企業走向以全球市場為

對象的跨國經營，企業對海外市場所投入的資源及承諾也逐漸增加，這種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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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場的投入與承諾的行為，可視為其增加國際化程度（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的表現，而在許多文獻中，有時也以多國性

（multinationality）、國際（市場）多角化（international/global market 

diversification）、或是國際營運參與程度(degree of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等詞來表示企業國際化程度。整體而言，國際化程度是企業以本國市場為主且

投入海外市場並對海外市場經營的參與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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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化程度的衡量 

 

    對於企業國際化程度之衡量方式，國內外學者對於企業國際化程度的衡量

方式各有不同。Sullivan (1994) 將 Grant (1987) 、Jung (1991) 、Hu, Michael, 

Haiyang, & Joseph(1992) 及 Olusoga (1993) 等學者所採用之國際化衡量指

標歸納為三類：績效屬性(performance attribute) 、結構屬性(structure attribute) 

及態度屬性(attitudinal attribute) 如表 2-1所示，茲將 Sullivan 對國際化程度

之衡量指標介紹如下： 

 

1、績效屬性（performance dimension） 

Vernon(1971) 認為績效屬性的國際化衡量指標，主要在衡量企業的那些部 

份向海外移動（what goes on overseas） 

 

（1） 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之比例（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FSTS） 

    此為最常使用之國際化指標（Horst 1972; Shaked 1986; Grant 1987; 

Grant et al. 1988; Geringer et al. 1989; Collins 1990; Jung 1991; Tallman and 

Li 1996）。但Sambharya(1995)、Gomes and Ramaswam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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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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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須搭配其他類型的指標，才較能客觀的衡量國際化發展的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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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收入之比例（foreign 

revenue/total revenue）」亦屬於績效屬性方面之指標。 

 

（2） 研發支出密集度（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RDI） 

    Caves(1982) 指出，R&D活動可以預測MNE的成長；Franko(1989) 認為， 

研發密集度是在全球競爭上獲取市場占有率很重要的準則。 

 

（3） 廣告支出密集度（Advertising Intensity，AI） 

    Caves(1982) 認為MNE行銷功能的營運可以藉由AI來解釋企業國際的涉

入程度。Morck and Yeung(1991) 在檢視國際化對投資人的價值研究中發現，

研究發展費用與廣告支出費用可藉由國際化來強化其對廠商Tobin q（績效指

標）的正向影響。 

 

（4） 出口銷售額占總銷售額之比例（Export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ESTS） 

    Sullivan and Bauerschmidt(1989) 提出，出口活動的程度可以區別出美國

和歐洲國家企業國際化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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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外利潤占總利潤之比例（Foreign profi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Profit，FPTP） 

    Sullivan(1994) 認為，RDI及AI可視為廠商在國際市場上爭取市場占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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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結構屬性（structural dimension） 

    Stopford and Wells(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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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外資產占總資產之比例（Foreign Asse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ts，FATA） 

    Daniels and Bracker(1989)、Sambharya(1995) 認為，FATA對國際化績

效的影響並不相當明確。 

 

（2） 海外子公司數占總子公司數之比例（Overseas Subsidiari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ubsidiaries，OSTS） 

    Stopford and Wells(1972)、Vernon(1971) 認為，海外子公司的數目可以

分辨企業國際化的涉入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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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態度屬性（attitudinal dimension） 

    Perlmutter(1969) 認為態度屬性的國際化衡量指標是為了了解企業內部

的管理高層，對於國際化的態度為何（what is top managemen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此項指標較為主觀，但亦較難予以精確的衡量。 

 

（1） 高階主管的國際化經驗（Top Manag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MIE） 

    Perlmutter(1969) 認為，高階主管的國際化傾向與國際化經驗會呈現正相

關，而國際化經驗可以從高階主管的國際工作任務和職業生涯中看出。 

 

（2） 國際營運的心理距離分散程度（Psychic Dispersion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PDIO） 

    Ronen and Shenkar(1985) 把世界分為十個心理區域；作為企業海外子公

司分散程度的評量標準，而Sullivan(1994) 認為在這十個區域中，若海外子公

司分佈越分散，則國際化營運的心理距離分散程度越廣。 

 

    Sullivan 雖提出九項國際化衡量指標，但並無全部使用，而是採以因素分 

析法，選出五項指標（FSTS、FATA、OSTS、PDIO、TMIE）並將其加總，

作為國際化之衡量指標。繼Sullivan(1994) 之後，學者多採用Sullivan(1994) 之

指標作為國際化衡量指標的依據。例如Gomes, Lenn Kannan and Ramasw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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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使用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之比例（FSTS）、海外資產占總資產之比例

（FATA）、海外子公司數占總子公司數之比例（OSTS）等三項指標作為國際

化程度衡量之依據。 

 

表 2-1 國際化程度的衡量方式 

指

標

類

別 

支持採用的學者 採用的指標 

績

效

屬

性 

Grant(1987)；Jung(1991)； 

Hu, Michael, Haiyang, & 

Joseph(1992)； 

Olusoga(1993)；Gomes, Lenn 

Kannan and Ramaswamy 

(1999) 

1. 國外銷售總額占企業銷售額比

率(FSTS) 

結

構

屬

性 

 

Hu, Michael, Haiyang, &  

Joseph(1992)；Olusoga(1993)

1. 國外資產佔企業總資產比率

(FATA) 

2. 國外子公司數目佔企業總子公

司數目比率(OSTS) 

態

度

屬

性 

Olusoga(1993) 1. 高層理人具國際化經驗年數

(TMIE) 

2. 國際化經營據點心理距離分散

程度(PDIO) 

資料來源：整理自Sulliva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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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也有許多學者會綜合多項指標同時衡量國際化程度，陳德釗(1997) 研

究國內企業國際化程度與組織因素之關係，其衡量國際化程度的方式是以

Cheng(1991) 、Ramaswamy(1992) 及Sullivan(1994) 所提出之企業國際化程

度為基礎再作若干的調整而成，該研究的國際化程度的衡量方式為：海外資產

佔總資產的比率(FATA)、海外分支機構銷售額或外銷金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率

(FSTS)、海外分支機構的數目(number of foreign subsidiaries)、海外員工人數

佔總員工人數的比率、國際營運活動的心理距離及高階主管( 含總經理與部門

主管) 派駐海外分支機構的時間及上述各項的總和。 

 

近年來學者亦常以Entropy指標（Kim,Hwang and Burgers 1989; Sambharya 

1995; Hitt et al. 1997; Wan 1998; Qian 2002）來衡量企業國際化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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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過去利用結構或績效屬性衡量國際

化所帶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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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化的形式 

 

    國際化經營的經營方式首先是跟經營的國際化階段聯在一起的，即進入國

際化經營的時候，應該考慮與企業本身的國際化階段相適應，這裏提出五種比

較典型的方式，第一個是出口，第二個整廠輸出，第三個是授權，第四個是連

鎖加盟，第五個是海外直接投資，這五種形式各有優缺點。 

1. 出口 (Export) 

出口是國際化經營的初級階段，也是常見的國際化方式，利用出口方式進行國

際化的企業，可以雇用當地企業來銷售自己的產品，因此他不需要投入大量資

金在當地的市場，不用擔心因為投資過多資金在當地市場使退出成本提高的問

題，可以降低財務上的風險。除此之外，透過出口可以規避當地市場對外資投

資的限制讓企業能快速進入市場。 

    但是，由於出口是透過當地公司來銷售，因此無法有效監督當地配銷商對

產品的銷售情形，可能會發生與配銷商的衝突，另外，當地對外貿易政策和關

稅的障礙也可能會影響企業的出口。 

2. 整廠輸出 (Tur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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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廠輸出是指漢地主國委託商簽約，提供工廠的設計、興建和提供設備，

等到可以營運時，在交由委託商營運。 

    整廠輸出的優點和缺點非常明顯。它的優點是企業可以專注於自己專門的

領域，避免長期營運帶來的風險。使被投資國可以從工業基礎上收到實際效益。

所以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基本上都採取了整廠輸出的方式引進成套設備

和生產線。 

    其缺點是培養了高效率的競爭對手，無法參與長期戰略市場。為什麼中國

的彩色電視能夠佔領國內市場 80%的份額，這是整廠輸出這樣的跨國經營所決

定的。開始，法國為出口到中國很多生產線和設備而感到高興，但是當中國自

己的產業發展起來以後，他們又感到無法參與中國的長期戰略市場。現在中國

的企業到國外經營，如果出口生產線成套設備，恐怕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3. 授權 (Licensing) 

    是指授權者將技術、品牌、專利、版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授予被授權者並

向被授權者收取權利金的過程。 

    和出口一樣，透過授權方式國際化的企業，不需要投入大量資金或資源在

當地的市場，更好的是經由授權方式國際化的企業，不會受到當地對外資限制

和關稅或非關稅貿易障礙的政策而有所影響，並且也可以從被授權者的企業中

了解當地市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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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授權也有一些缺點，其中最嚴重也是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會創造潛

在競爭者，尤其在智慧財產權保護不周的國家中非常常見。因此在簽訂授權契

約時，必須要清楚規定契約內容，以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另外，其他問題像是

會限制授權者和被授權者市場發展機會等，例如：百事可樂和海尼根落簽訂授

權契約，在契約有效期內，百事可樂便不能進入荷蘭碳酸飲料市場而海尼根也

不行銷售其他競爭品牌的碳酸飲料，如此便限制雙方市場機會。 

4. 連鎖加盟 (Franchising) 

    其進行的方式是經由簽訂加盟契約，同意由獨立的加盟商使用加盟業主的

名義從事商業的活動，然後支付權利金，而加盟業主必須提供加盟商商標、營

運系統、產品和訓練等支援。麥當勞便是加盟企業最典型的例子。和授權的方

式相比，連鎖加盟的業主對加盟商又多了一層控制，並且能提供加盟商支援。 

    經由加盟的方式，加盟商可以加入一個已經建立品牌和成功的企業來經

營，讓加盟業主能以很低的風險和成本進入外國市場，最重要的是，加盟業主

可以從這些加盟商中得到當地風俗和文化的資訊，讓加盟業主有全球學習的機

會。舉例來說，麥當勞在美國認為要把據點設在郊區或小鎮比較容易成功，但

一個日本的加盟商說服麥當勞讓他在市中心設立據點，並且經營非常成功，這

樣的經驗讓麥當勞在很多城市的據點也都設立在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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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盟方式的主要缺點和授權相同，就是會創造潛在的兢爭者，很多加盟商在

了解整個營運知識和相關技術後，可能會脫離加盟業主而自己營業，另外，加

盟業主和加盟商之間可能也會因為標準不一致而產生衝突。 

5. 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前面所提的四種方式都可以讓企業不必在國外設立工廠或子公司的方式順

利邁向國際化。但是也有很多企業會希望在地主國擁有資產並且能加以控制。

有些企業在初期會透過出口、授權或加盟等方式進入國外市場，等到自己對該

國市場的狀況和對該國營運技巧的知識取得後，他們便想在當地設廠或營運據

點以增加控制。通常，海外直接投資有三種方式：設立新公司、購併及合資。 

(1) 設立新公司 

    相對於購併而言，設立新公司的優點在於公司不必去處理原有公司的債務

及維修購併時原公司所留下的舊資產設備，並且也可以避免和被併購公司員工

的衝突。但相對地，設立新公司也讓企業一開始就必須付出很大的成本在設備

的採買、人員的培訓和公共關係的建立等，企業選擇亦設立新公司的方式投資

海外市場其風險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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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併 

    購併可以讓企業能快速的上營運軌道，因為在買下一家當地公司後，外國

企業便能立即控制既有的工廠、員工、技術、品牌和通路，繼續為自己的企業

創造利潤。 

    而購併的缺點就如同前面所述，若被購併的公司有龐大債務的話，那收購

後，接手的企業就要繼續處理該債務，另外留任在被收購公司的員工也可能因

為不能接受新公司文化或政策，而和企業有所通突。 

(3) 合資 

    合資是由兩家或兩家以上的公司同意一起合作所創立另一家的公司，為雙

方或多方企業創造利潤。由於現今技術、科技和政府政策變化相當迅速，企業

單獨靠自己的力量要應付市場的變遷非常的不容易，透過合資的方式，讓企業

間可以分享知識，共同分擔市場風險並且提昇競爭優勢，同時，企業和當地企

業合資透過當地企業在當地的公共關係和市場了解，也可讓企業能更容易進入

該地的市場。 

    即使如此，合資也有一些缺點，例如：合資成立的新公司其成員往往會由

各母公司派人擔任，因此在合資企業中，管理者仍然會會自己母公司利益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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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量，導致合資企業利益被瓜分，再者，由於各母公司會擔心其他公司所提    

供的知識和技術會有所保留，可能就不願意將自己最好的技術提供分享，讓整

個合資企業效率不彰。 

    以上各種國際化的方式都各有其適用的情況及優缺點，但根據本研究前面

對國際化的定義是指跨一國或以上的海外投資，其產品在國內銷售、海外銷售，

以及在海外成立子公司生產且對這些子公司須為有能力且意願參與經營管理的

企業。因此本研究所稱之國際化為海外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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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外投資的理論 

 

   在說明企業國際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前，我們要先了解企業之所以從事對

外投資的理論依據為何，下面三個理論解釋了企業為何從事對外的投資，為企

業國際化提供理論性的前提依據：第一個是所有權理論，第二個是內部化理

論，第三個是折衷理論。  

 

1. 內部化理論(internalization theory) 

    所有權理論並不能解釋企業為何選擇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來進入國外市

場，而不選擇其他例如出口、授權等方式進入。像麥當勞就是以連鎖的方式來

成功達到國際化，而波音公司則仰賴出口來服務海外客戶。 

內部化理論提供了這方面的解釋，這一理論注重交易成本的觀念，所謂交易成

本是指一項合約中談判、監督和執行等所有涉及交易時所需的成本。透過交易

成本的評估，企業可以衡量出是擁有自己海外營運據點比較好，還是透過連鎖

或授權等其他方式比較划算。而當交易成本較高時，企業會傾向以海外直接投

資的方式進入國外市場，相反地，交易成本較低時，企業可能會透過連鎖或授

權等方式來達到國際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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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折衷理論(eclectic theory) 

    是由鄧寧(John Dunning)所提出，此一理論綜合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

和內部化優勢理論。此一理論發現，海外直接投資同時反映了國際企業活動和

企業內部化活動。因此當下列三個條件滿足時，企業便會進行海外直接投資： 

 

（1） 所有權優勢 

    企業必須擁有自己的核心競爭力以克服相較於地主國競爭者的劣勢。 

 

（2） 區位優勢 

    企業所投資的地點必須是比在母國更有利可圖的。例如：Caterpillar

在巴西  生產推土機，一方面享有低勞工成本的優勢，另一方面可避免從

美國出口的高關稅。 

 

（3） 內部化優勢 

    企業控制地主國的利益，必須高於聘雇當地的企業所提供的服務。例

如：如果當地企業可能會濫用專利權，或是降低品質銷售以致損害企業名

聲和品牌時，維持控制對投資企業而言是有利的。 

 

 



 32

 

第五節  國際化的動機與成本 

 

    在前面我們已經介紹了國際化的形式，但是，為什麼一家在本土經營成功

的企業會想要選擇以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來進行國際化呢？其背後一定有其

動機驅使企業進行國際化直接投資，在這一節，我們將探討企業國際化直接投

資的動機和成本 

 

一、國際化的動機 

Dunning 1993認為企業之所以國際化直接投資，主要基於下列四種因素： 

(１) 資源導向（Resource-Seeking）： 

其目的是獲取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企業可經由跨國分工來取得當地國之

低廉勞工、原料或資本(Douglas & Craig 1989、Daniels & Radebaugh 

1998)，這就是所謂的實質資源。舉例來說，就如同我國企業在東南亞或

中國大陸的投資。除此之外，如追求先進國家的研發技術、經營管理的知

識等，就是我們所說的策略性資源，來獲得企業在競爭上的優勢。 

 

(２) 客戶導向（Follow the Customers）： 

當產業的主要客戶遷往國外或在國外設立據點時，為了服務客戶或供應原

材料，企業將隨著主要客戶之移動，而跟隨著在海外設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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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市場導向（Market-Seeking）： 

當企業因受到母國場規模太小的限制，為了追求成長的空間，就會選擇另

一個海外的市場進行國際化的推展，來增加銷售量。台灣許多企業的國際

化，都以此做為主要的動機。 

 

(４) 寡佔互動（Oligopsonistic Interaction）： 

在寡佔型的產業中，競爭者往往不讓其對手對於新興市場佔盡先機，當其

競爭者採取海外擴展行動時，馬上會採取跟隨其競爭者在同一個國際市場

的佈局，以防止其對手在多個市場進行交叉補貼方式所帶來的威脅。 

 

Douglas & Craig（1989）認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動機有： 

(１) 母國市場趨於飽和 

    當母國市場已經飽和，為了尋求高多的獲利機會，企業會傾向往國外發展 

 

(２) 母國顧客移往海外 

    當母國客戶移往海外，企業為繼續提供服務給這些客戶，便會跟隨客戶一

起國際化。例如銀行為提供服務給海外客戶，必須在海外設立據點以就近

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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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散風險 

    國際化的營運，可以透過多個營運據點間產能互相的移轉或是財務上的移

轉來減低供需不穩定的風險或匯率上的風險。 

 

(４) 海外市場之原料 

母國市場的原料要素有限，並無法提供企業所有的需要，基於這樣的理

由，企業會想要透過國際化來取的特定的原料或要素。 

 

(５) 報復國外競爭者進入母國市場 

    有些企業國際化純粹是為了報復外來競爭者，但這樣的動機在私人企業並

不常見，因為這樣的動機往往會讓企業遭受損失。 

 

(６) 保持與世界市場技術更新之步調 

    企業透過國際化，可以了解各國市場需求狀況及科技技術進度的情形，讓

自己能保持資訊對稱的狀態而不容易被競爭對手淘汰。 

 

(７) 政府的獎勵措施 

政府提供誘因吸引外資進入，例如：租稅減免、補貼等，讓企業更有意願

從事國際化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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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先進的傳播科技與行銷基礎建設 

   當被投資的國家擁有較好的行銷基礎建設，像是市場調查機構、健全的媒體

傳播體系，都會誘使企業前往該國進行投資。 

 

Griffin & Pustay(2002)歸納出兩項主要影響國際化的因素： 

1.供應因素 

(1) 製造成本 

由於本國市場的要素價格上漲，像是工資或是物價上漲，會導致企業到國

外尋求更便宜的工資或原料。 

 

(2) 運輸成本 

對於體積大、具有時效性或運送成本過高的產品，企業會傾向至當地生產，

以節省運輸成本。 

 

(3) 天然資源的取得 

有些天然資源是某些國家所特有的，為了就近獲得該天然資源，企業會將

據點移至國外方便開採或使用 

 

(4) 科技技術的取得 

企業認為技術用取得的方式要比自行研發還要容易多，因此為了獲取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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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企業會利用投資其他國外企業的方式來達到這樣的目的。 

 

2.需求因素 

(1) 接觸客戶 

有些企業所提供的服務是必須要和客戶直接接觸的，例如在美國的肯德基

並不能透過出口炸雞的方式來服務台灣的客戶，麥肯錫在美國的公司也不

會利用電話或其他非面對面的方式為台灣企業解決問題，他必須要到當地

設立店面或據點才能服務顧客。因此當這類型的企業要拓展市場時，就必

須要進行國際的直接投資。 

 

(2) 行銷優勢 

國際的直接投資也有助於提升在當地的行銷優勢，因為在地主國直接設立

據點或製造可以提升產品在地主國的能見度而且也可讓地主國的消費者因

為認為外商對地主國的承諾較高而對該外商所生產的產品接受度較高。另

外，在海外設立據點或製造也能較有彈性的應付地主國的需求。 

 

(3) 現有競爭優勢的利用 

企業若本身已擁有有價值的競爭優勢，例如：品牌或技術。他們會傾向選

擇在國外設立據點來營運已利用他們現有優勢，像寶橋、聯合利華和萊雅

這些企業，他們都是利用自己本身在品牌上和行銷上的優勢，成功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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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據點並營運。 

 

(4) 顧客流動性 

有些企業是因為其顧客或客戶的國際直接投資而跟隨他們一起進行國際直

接投資，主要目的是為了不希望自己的客戶因為其進行國際直接投資而被

地主國競爭者搶走，台灣很多銀行都是基於這樣的理由而進行國際直接投

資的。 

 

3.政治因素 

(1) 避免貿易障礙 

現今國際間有區域整合的趨勢，像是 NAFTA、歐盟及東南亞國協等，這些

區域內的會員國大多享有零關稅的優惠，而對於非會員的國家而言，他們

想要透過出口方式進入市場是很不容易的，另外有些國家為了避免傾銷，

會設立很高的關稅來避免。因此企業為規避這些貿易障礙，他們會選擇直

接在該市場設立據點減少貿易障礙帶來的衝擊。 

 

(2) 經濟發展誘因 

許多國家為吸引外資進入，會提供經濟上的誘因，例如：水電費率減免、

增建公共建設和租稅減免等等，而這些誘因也往往確實能吸引外資投入，

像新加坡由於提供較多誘因給外資，使外資企業較願意到新加坡進行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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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 

 

二、國際化的成本 

    雖然國際化會為企業帶來好處創造更好的績效，但相同地，企業在進行國

際化時，也會面臨一些內外部的成本影響企業績效。例如：當公司營運範圍所

涉及的國家越多，越容易產生交易成本，而且在資訊傳遞上的需求也會越來越

多(Hitt et al.,1994)。 

    本研究將這些成本分為組織內部成本及外部環境成本來分別討論，有些成

本甚至可能會影響企業國際化的營運，是企業進行國際化直接投資時，不可忽

視的因素。 

 

1. 組織內部的成本 

（1） 人員訓練的成本 

     人員是企業構成的基本要素，所以當企業到海外營運時，不可避免的，招

募並訓練員工是必要的工作，但由於各國經濟文化發展不同，有些國家要取得

高知識員工是不容易的，這樣可能會導致企業要花較多的成本來訓練員工，讓

員工能符合企業文化及工作上的需求。 

 

（2） 組織結構協調控制的成本 

    用來解釋這一成本的理論基礎是代理人理論和交易成本理論(Douk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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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los 1988; Roth & O’Donnell 1996)。當企業尚未國際化之前，其組織是比

較簡單及傳統的結構，隨國際化程度的增加，企業不斷擴大經營區域及文化時，

組織結構變得越來越複雜，有些設置國際部門，有些則獨立於母公司組織結構，

不管是哪一種方式，組織結構的複雜度提升都會增加企業溝通和控制上的成

本，使決策無法貫徹執行甚至會有各部門或子公司各自為政的情況發生，導致

企業增加監督成本和交易成本。 

 

2. 外部環境的成本 

（1）資訊需求的成本 

    雖然透過國際化多據點的經營可以分散企業的風險，但隨著企業國際化程

度的增加，組織和環境也因此而越來越複雜，因此，企業為了解當地市場文化

及需求，必須付出成本以取得相關資訊。 

 

（2）政治上的成本 

    在政治穩定度低且不健全的國家中，貪污賄賂是常見的情形，企業為了要

和當地政府建立良好關係，必須要給予政府好處以讓自己能在當地永續經營，

因此也提昇企業營運上的成本。另外，若當地政府執行對企業環境不利的政策，

例如：聯合抵制外資，則企業也因此遭遇政治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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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務上的成本 

    在當地市場營運必須使用當地國家的貨幣，因此當企業在國際營運時，必

然會面臨匯率波動及通貨膨漲的風險(Reeb,Kwok and Baek,1998)。另外，有

些國家對於資金外流會予以管制或徵收企業土地或資產(Boddewyn 1988)，增

加企業在營運資金上的機會成本或損失。 

 

三、小結 

  由眾多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企業之所以會國際化直接投資不外乎是為了兩

個目的-獲取資源和節省成本-。經由國際化，企業可以從其他國家取得成本較

低的勞力、取得較便宜的生產原料甚至吸取他國的學習經驗，達到全球學習，

以降低企業成本。另一方面，透過國際化，企業可以找到更多的經營人才，獲

取更多的市場機會以及得到更多特定的資源，透過兩項目的達成，進而使企業

能更具競爭力以及成長力。然而就如兩面刃一樣，國際化雖然能為企業帶來好

處，同時也為企業帶來一些成本，這也解釋了為什麼在實務上我們仍然看見許

多企業國際化失敗的例子。但單憑好處和成本，我們並不能完全確定國際化程

度的高低和績效到底有何關聯性，在下一節，我們將介紹實證上國際化程度和

績效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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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國際化程度和企業績效之間的實證研究 

 

    雖然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學術上，對於國際化和企業

績效的關連性看法分歧，至今仍然沒有定論。我們將實證上學者對國際化程度

和績效之關聯的研究整理成表2-2。從表2-2中我們大致上可以發現，國際化和

企業績效的關係可分為四類：正相關、負相關、無線性相關及無關。 

 

1. 正相關 

    有些學者認為國際化程度越高會帶來規模經濟以及範疇經濟，會未企業帶

來好的績效，因此認為國際化程度和績效成正相關(Vernon 1971, Hughes 

Logue & Sweeny 1975, Kumar 1984,  Dunning 1985, Grant 1987, Buhner 

1987, Kim, Hwang and Burger 1993, Quian 1998, Aulakh, Kotabe, & Teegen 

2000, )。Vernon(1971) 以財富500(fortune 500)的企業為樣本，並以海外銷售

額佔總銷售額為國際化衡量指標來研究國際化對績效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

多國企業的銷售報酬率(ROS)比不是多國企業的ROS高，故兩者具有正向關

係。而Kumar(1985)對英國企業研究亦發現MNCs的ROS和ROA比非MNCs好。 

 

2. 負相關 

    支持這一論點的學者認為，當公司營運銷售範圍所涉及的國家越多，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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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有更多的機會需要彼此配合，通路的需求以及經營成本也隨之增加。不同的

國家有不同的規定及法令限制，幣值的波動也不盡相同，因此企業國際化的程

度越高，涉及的國家數越多，所面臨的障礙也會越多(Sundaram, A. K,1992)。

更甚者，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公司的經理人必須和許許多多不同的人打交道，

對內和各海外分公司經理人協商，對外則要與各地的政府官員、競爭者、消費

者交涉，也因為國家文化的不同，貿易限制而使情況愈加複雜，經理人所付出

的成本也就愈多。因此，國際化的擴張對績效反而會有負向的影響（Siddharthan 

& Lall 1982, Collins 1990; Michel & Shaked,1986）。Collins(1990)對fortune 

150家企業研究指出，在開發中國家營運的多國企業其績效會較其他企業差。

Michel & Shaked(1986)研究也發現國內廠商持股人的報酬會高於多國企業持

股人的報酬。 

 

3. 無關 

    除正相關和負相關之外，亦有學者認為國際化並不能為企業帶來較好的績

效，兩者之間沒有顯著的關連(Horst 1973, Rugman, Lecraw & Booth 1985, 

Shaked 1986, G’omez-Mejia and Palich 1997, Makino；Isobe and Chan 2004) 

Horst (1973)研究發現，在控制產業規模後，多國企業和非多國企業在淨利犉

上市沒有顯著差異的。G’omez-Mejia and Palich (1997)也發現文化的差異性和

多國企業的績效沒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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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線性相關 

    早期學者對於國際化和績效的關係，大多假設為一般簡單線性關係，但近

代學者對於相關研究也開始發現，國際化和績效的關係並非僅侷限於線性關

係，隨著國際化程度的提高，其所帶來的成本可能會超過其利益，因此國際化

程度存在一個門檻的限制(Lu and Beamish 2001,)。國際化初期，企業對當地

市場不了解，必須付出成本來研究市場、熟悉市場，所以在初期會有負的績效，

到熟悉了解市場並且有一定程度投入後才能提升績效，因此，這一類學者主張

國際化和績效是呈 U字型的關係(Lu and Beamish 2001)。除了 U 字型關係之

外，也有學者提出倒 U 字型的論點，認為國際化程度不是愈高愈好，而是存在

ㄧ個最適化的點(Daniels & Bracker1989, Geringer；Beamish and Dacosta 

1989, Hitt, et al.,1997, Gomes & Ramaswamy 1999, Quian 2002, Capar and 

Kotabe ,2003,  )。Geringer et al.（1989）針對歐美 189家多國企業研究指出，

追求相關多角化的企業，會有較好的績效表現。而國際化程度和績效成正比，

但並非一直成直線上升，到達一定程度則開始下降。由這些結論我們也可以發

現，雖然近代對國際化和和績效研究有新的發現，但結論似乎也有些許分歧。

直到 Contractor et al.(2003)提出國際化擴張的三階段理論，認為企業在國際化

擴張初期和績效會有負向關係，經過一段時間後轉為正向關係，但到後期又轉

為負向關係，因此國際化和績效是呈現 s 字型的關係。對非線性關係的研究在

這個時候才有了一個整合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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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結 

 

    在文獻的探討中，我們發現國際化為企業所帶來的不會只有好處和利益而

已，隨著企業國際化程度增加的同時，其成本也會隨之增加，導致企業績效是

否能隨國際化增加而提升讓人質疑。因此有許多學者提出對於國際化和企業績

效之間關聯性的實證結果，然而各家學者所提出的結果看法卻不一致，會有這

樣的不一致的結果可能是由於學者所探討國際化衡量方式大多只是利用企業

涵蓋的海外市場個數(OSTS)或是產品在海外銷售比率(FSTS)來衡量國際化程

度(如表 2-2所示)所導致的。雖然近代學者利用 Entropy的指標來衡量國際多

角化的程度以解決傳統國際化程度衡量指標的一些問題，例如：企業國際投資

的分布情形以及每一個投資的相對重要性等。但即使如此，學者對於這些多國

企業的投資所涵蓋之國家的文化和經濟環境的多元性對該企業績效的影響並

沒有多加討論。縱使 G’omez-Mejia and Palich (1997) 曾經研究文化對企業績

效的影響，但作者在文章中也提到若發展不同的文化多角化衡量指標則可能會

有不同的研究結果。因此本研究欲利用 Entropy指標的方法，來衡量國家文化

及經濟環境的國際多角化程度，並探討在這兩構面下，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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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年代) 樣本 國際化指標 績效衡量指標 實證結果 

Vernon 

(1971) 

1964 年

Fortune 500

的企業 

FSTS ROS 

ROA 

MNCs 的 ROS和稅後

ROA 較非 MNCs 高 

Horst (1973) 1191家美國

企業 

FSTS 淨利潤 控制產業規模後，MNCs

和非 MNCs在淨利潤上沒

有差異 

Hughes 

Logue & 

Sweeny 

(1975) 

46家美國

MNCs 及 50

家美國非

MNCs 

FSTS 、風險調整後

的股價報酬 

MNCs 有較高的風險調整

後的股價報酬，但是有較

低的平均股東報酬和較低

的平均 β值 

Siddharthan 

& Lall (1982) 

美國 500家

MNCs 和 100

家非 MNCs 

FSTS 企業成長 在控制企業規模、廣告密

集度、研發密集度、規模

經濟後發現，國際化程度

和企業成長呈現反向關係 

Kumar 

(1984) 

1972~1976

年間 672家英

國廠商 

FSTS ROS 

ROA 

MNCs 的 ROS和 ROA 比

非 MNCs 好 

Dunning 

(1985) 

1979 年間英

國 188家大型

MNCs 

FSTS ROS 國際化程度和績效之間關

係是正向的，但統計結果

不顯著 

Rugman, 

Lecraw & 

Booth 

(1985) 

50家美國、50

家歐洲、20家

日本、10家加

拿大以及 24

家第三世界的

FSTS ROE 同規模的企業相比較之

下，MNCs 的 ROE 和本土

企業差不多，都介於

10%~14%之間 

表 2-2 企業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關係實證研究之摘要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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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Cs 

Shaked 

(1986) 

1980~1982

年間，58家美

國 MNCs 和

43家美國非

MNCs 

FSTS β值、ROA MNCs和本土企業在 ROA

上沒有顯著差異。但是

MNCs 相對於本土企業有

較低的系統性風險、較高的

償債能力以及較低的股權

變異。但銷售成長低於本國

企業 

Grant 

(1987) 

1968~1984

年間，英國

304家廠商 

FSTS 銷售成長、

ROS、ROA、

ROE 

所採取的 13年樣本資料中

發現，國際化和績效有正

向的關係 

Buhner 

(1987) 

40家西德的

企業 

FSTS 風險調整後的

股價報酬、

ROE、ROA 

高度國際化的單一事業廠

商其績效表現會優於其他

廠商，其他廠商之間的績

效並沒有顯著差異 

Daniels & 

Bracker 

(1989) 

116 家美國

MNCs 

FSTS、FATA ROS、ROA 當 FSTS和 FATA增加未超

過 50%之前，企業績效會

被改善，當超過 50%之

後，FSTS和 FATA和績效

呈負向關係，但此現象並

不顯著 

Geringer；

Beamish 

and Dacosta 

(1989) 

 

189家歐美

MNEs 所組成 

FSTS 1977~1981的

子公司和母公

司銷售額

(ROS) 

國際化程度和績效成正

比，但並非一直成直線上

升，到達一定程度則會下

降 

Kim；Hwang 

And Burgers 

(1989) 

1982-1995 年

間之 62家美

國 MNCs 

Entropy指標 ROA 若企業有國際多角化的

話，則非相關多角化會有

較好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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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 

(1990) 

Fortune 500

中 150家企業 

FSTS 總風險、β 值、

槓桿比率 

在已開發國家的 MNCs 其

績效和本國企業沒有顯著

差異；但在開發中國家的

MNCs 其績效比本國企業

差 

Kim；Hwang 

And Burgers 

(1993) 

1982 年

Forbes 125

家美國 MNCs 

Entropy指標 五年 ROA平均

數和變異數 

全球市場國際化和非相關

多角化有助於達到較好的

績效 

Sullivan 

(1994) 

Forbes 前 74

大製造業的

MNCs 

FSTS+FATA

+TMIE+PDI

O 

 

     --- 

認為發展良好的國際化衡

量指標可以降低衡量國際

化時的誤差 

Hitt, et 

al.,(1997) 

295家美國製

造商 

Entropy指標 ROS、ROE、

ROA 

國際化程度和企業績效呈

現先升後降的關係 

G’omez-Meji

a and Palich 

(1997) 

1985~1994 

Fortune 500

的企業 

Herfindahl 

指標 

ROA、 

Market to 

Book value 

文化多角化對企業績效沒

有顯著影響 

Quian 

(1998) 

Fortune 164

家大廠商 

FSTS ROE 國際化程度和績效呈現正

向關係 

Riahi-Belka 

(1998) 

1987~1993

年間，美國

102家製造廠

商 

FITI ROA 當國際化程度在 0%~14%

及 47%以上時，國際化和

績效是負向關係，只有介

於 14%~47%之間時，兩者

呈現正向關係 

Gomes & 

Ramaswam

y (1999) 

1990~1995

年間，美國 95

家製造業廠商 

FSTS+FATA

+OCC 

ROA、營運成

本佔總銷售額

比例 

國際化和績效之間的關係

存在一個最適的水準 

Aulakh, 

Kotabe, & 

1996 年之 80

家巴西廠商、

ESR ROS 銷售成長

率 

出口多角化對出口績效呈

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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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gen 

(2000) 

80家智利廠

商及 36家墨

西哥廠商 

 Lu and 

Beamish 

(2001) 

1986-1997 年

之 164家日本

中小型製造商 

ESR、FDI

件數、從事

FDI國家數 

1986~1997 

12 年間的

ROA、ROS 

FDI 對中小企業的績效沒

有線性關係，但低程度的

FDI 會降低績效，另外中小

企業的 FDI和績效關係成

U字型，表示中小企業的

FDI 必須要有一定程度的

投入才有效果 

Quian 

(2002) 

1989-1993 年

之 171家美國

中小型製造商 

FITI ROS 國際化和績效程倒 U字型

關係 

Goerzen 

(2002) 

 

580家日本多

國企業 

Entropy指標 三個

market-based

的指標 

企業績效和國際資產分散

程度呈正相關，和國家環

境多角化則呈負相關 

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 

1983-1988之

103家美國服

務業 

FSTS+FITI+ 

OSTS 

ROS、ROA 國際化和績效關係是先正

向後負向再正向的關係 

Capar and 

Kotabe 

(2003) 

取自德國 500

大企業 

FSTS ROS 研究顯示，服務業和製造

業一樣，都會有最適國際

化的程度，國際化和績效

是呈倒 U 字型的關係。 

Makino；

Isobe and 

Chan(2004) 

 

取自 Trade 

Survey of 

overseas 

Business 

Activities 由

 

 

 

    --- 

ROS 特定國家的條件對公司績

效沒有顯著影響但國家的

文化對績效確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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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1：FSTS為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之比例；FITI為海外所得占總所得之比例；FETE為海外

員工人數占總員工人數之比例；FATA為海外資產占總資產之比例；OSC為海外子公司數；

OSTS為海外子公司數占總子公司數之比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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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際營運的心理距離分散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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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為缺乏之資料。 

注 3：三個 market-based 指標分別為 

1. Jensen’s alpha(Jensen 1968) 

2. Sharpe’s measure(Sharpe 1966) 

3. market to book-ratio   

616個企業設

立的 5183個

海外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