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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共包括(1) 研究假說(2)資料蒐集與樣本選擇(3)變數衡量(4)研究方法

四大部分。本研究所欲檢定之假說來源，將於研究假說部份探討；而資料蒐集

與樣本選擇部分將說明樣本的選擇準則；研究變數的定義與衡量解釋在第四章

研究結果中所需用到的變數；最後說明本研究有關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設 

 

ㄧ、國際多角化與企業績效之關係 

    在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國際多角化和績效的關連性，到現在的

看法仍然不一致，在許多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一些原因而導致國際多角

化和績效呈現正相關，第一，市場是不完全整合的，有些區域間的市場關聯性

並不大，所以，企業涉及一個以上國家的投資，可以減低因區域性總體經濟景

氣循環所造成的傷害，因此多國企業可以享受較高的市場利潤和穩定性

(Shaked,1986)。第二，透過國際多角化，企業可以經由核心競爭力的移轉來

提升產能優勢和成本優勢(Buhner,1987 ;Hirsch,1976)。第三，根據市場不完全

理論提出，多國企業可以利用自己在母國的獨占優勢，例如：品牌、技術，提

升自己在國際市場的地位(Palich,1994)。第四，企業可以透過投資在稅賦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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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優惠的國家減低被課稅的壓力(Agmon and Lessard,1977; 

Lessard,1979)。另外，由於企業在當地經營，因此企業可以獲取精確和迅速的

市場環境資訊以快速反應市場需求並且有利於建立市場的進入障礙。 

 

    在文獻探討中我們也提到，雖然國際多角化可以因為這些好處而提升企業

績效，但仍存在一些成本。隨著國際多角化程度的提升，企業將可能因為組織

複雜度提升、交易成本的增加以及對資訊需求及資訊處理成本的增加

(Roth,1992)，導致國際多角化和績效呈現負相關的關係（Siddharthan & 

Lall,1982; Collins,1990; Michel & Shaked,1986）。以交易成本為例，在企業國

際化的過程中，企業為了讓自己能在當地永續經營，必須付出許多溝通協商的

成本，對內而言，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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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情況愈加複雜，因此，

交易成本也隨之提升。 

 

    然而，近年來也有很多學者研究發現，國際多角化和企業績效之間並不單

單只存在正相關或負相關兩種簡單的線性關係，而是存在 U字型或倒 U 字型的

關係。支持國際多角化和企業績效呈 U 字型的學者認為，企業在國際化的初期，

由於缺乏國際化經驗，必須耗費許多成本去探索最佳模式，同時企業因為要在

海外深耕，所以也必須投入資金與資產在海外的投資上，除此之外，由於企業

初期對市場的不了解，因此也要花費一段時間和成本來研究市場，所以企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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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的時候，國際多角化程度和績效呈負相關，隨著國際化經驗的累積和對

市場的熟悉之後，才開始出現正相關，而這也意味著國際多角化是存在一個門

檻的限制(Lu and Beamish 2001)，亦即國際多角化必須達到某個程度對企業才

有意義。而提出倒 U 字型的學者則認為，國際多角化不是越高越好，而是存在

一個最適的點(Daniels & Bracker1989, Geringer；Beamish and Dacosta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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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正如文獻探討中對國際多角化的成本所描述的，隨著國際多角化程

度的增加，企業在組織協調上、人員訓練上、幣值波動及政治方面，都會遭到

一些風險和損失，而導致企業成本上升，而當這些成本超過國際多角化所帶來

的利益時，企業績效便開始下降，因此國際多角化和企業績效間呈現倒 U 字型

關係。 

 

    根據上面國際多角化對企業績效關聯的描述，本研究認為，適度的國際多

角化能為企業績效帶來正面的影響，但由於企業的資源有限，過多的國際多角

化會使管理資源或其他資源耗盡，而使企業因此無法管理複雜的組織以及處理

大量的資訊，造成績效下降。所以，本研究對國際多角化和企業績效提出以下

假設： 

 

H1：國際多角化和企業績效之間呈現倒 U 字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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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多角化與企業績效之關係 

正如文獻探討中所描述的，過去有很多學者對於國際多角化和績效的關

係，提出很多實證的看法，然而這一些研究所衡量國際化程度的構面，大多僅

止於數量的概念，例如：海外子公司數、海外子公司的國家數…等，並沒有對

國家與國家間的差異多做討論，但是很多經營實務告訴我們，一個多國企業會

因為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價值觀和宗教等文化的因素而去做策略上的調整，

例如：麥當勞。因此文化在企業策略和績效上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故本研

究將文化構面納入研究假設中，探討文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連性。 

 

    文化多角化在企業國際化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Geringer et al.在探討國

際化和績效關係時發現，當企業國際化超過一定程度時，績效便開始下降，國

際化和績效之間呈現曲線關係，這樣的結果有部分原因是因為當企業國際多角

化程度越來越高，其所面臨的文化複雜性也相對提高，而面對高度文化的多角

化也會產生管理上的困難， 因而導致企業績效下降，舉例來說，文化差異高會

使企業移轉資產時(例如：技術和管理知識)，變的沒有效率(Bartlett 

1986;Bartlett and Ghoshal 1992;Jain 1989)，反之，相似的語言和區域對企業

內部的技術移轉有正面的效果(Davidson & McFetridge 1985)。而 Keller and 

Chinta (1990)也認為，文化在企業之間的技術移轉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另

外，在企業核心能力和技術 know-how 的執行上，因為文化的特定性，會使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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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科技在母國以外的地方執行會成效不彰，例如：日本的 JIT存貨管理系統。

因此，當企業面臨多元的文化時，為了要使母公司所提供的技術或核心能力能

適用在不同文化的區域中，企業必須負擔客製化的成本以及當這些技術不能被

其他子公司適用時的機會成本(Klein and Ralls 1995)。 

 

    文化的多元性不但會影響企業知識和技術的移轉效率，對於生產和管理的

綜效以及人力資源管理上，也產生若干影響。生產方面，由於企業在文化相近

的營運據點通常會生產相似的產品，因此，對於生產這些產品的流程和方式也

通常會相似(Keller and Chinta 1990)，以生產成本的觀點來看，標準化的流程

可以降低訓練成本和勞工成本。而在管理綜效上，很多學者認為，區域間文化

的差異會導致消費者偏好的不同，因此企業為滿足消費者需求，必須做客製化

上的調整(Barlett,1986;Beamish, Killing,Lecraw,and Morrison 1994)；相反

的，文化相近的區域間，由於市場環境相似，彼此之間可以分享市場資源或市

場活動甚至是交叉銷售，例如：廣告、市場研究及訂單處理…等。在人力資源

方面，由於人力資源的規劃往往要配合當地文化，因此若子公司之間文化多元

性越高，調整執行和發展人力資源的成本就會隨之提高。 

 

    最後，文化多元性也會讓組織內部溝通協調上產生一些問題，當母子公司

之間文化距離越大，母公司要取得子公司的資訊和控制子公司就會變的困難或

更耗成本(Johanson and Vahlne,1977,1990)，因為學者研究指出，母公司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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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間是一種代理人的關係，因此當母子公司之間的文化距離越大，由於彼

此間觀念和價值觀的不同，會導致母公司想要控制子公司變得更困難(Roth and 

O’Donnel,1996)。另外，文化差異程度高的多國企業，可能會因為缺乏團結，

決策上的誤解或溝通的困難而造成管理上的成本上升。因此，文化差異性越高

在人力資源的溝通協調上會使效率變差並且阻礙資訊的流通。 

 

    基於以上文化多元性與企業之間的關連性描述，本研究針對文化多角化和

企業績效作出以下的假設： 

 

H2a：相關文化多角化對企業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H2b：非相關文化多角化對企業績效有負向影響 

 

三、經濟多角化與企業績效之關係 

    過去學者對於國際多角化的研究很少會考量到區域經濟環境的多角化，因

此，這些學者通常會假設區域環境的條件是一致的或是忽略區域經濟環境的重

要性。但是在不同的國家區域之間，由於其經濟環境的差異，會導致國家的生

活水準，市場需求甚至是價值觀都會有差異，這些差異都有可能會影響企業績

效。因此，為探討國家經濟環境對企業績效是否有影響，本研究也將經濟環境

發展的構面納入研究假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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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化理論中所提到的，國際化的企業通常會從距離自己最近的國家

中尋找投資的機會(Johansson and Vahlne,1977)，然而會有這樣的現象有部分

原因是因為通常距離自己近的國家，其經濟環境和市場條件也通常會和自己相

似，如此一來，企業更容易將母國的策略應用到其他的國家中，達成範疇經濟。

雖然企業即使在面臨經濟環境的多元性時，也會盡量配合當地環境的需要來做

調整以減輕因經濟環境的差異所造成的挑戰和衝擊，但是要達到這樣的任務並

不容易，因為這樣的作法同時也可能會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在策略轉換上，

由於母子公司間因為經濟環境的差異，為符合當地市場環境需要，子公司可能

必須另外發展一套策略來因應，而這一個策略可能因為和母公司總體策略相違

背而導致執行子公司策略時會有困難，例如：母公司標準化策略 V.S 子公司差

異化策略。在人力資源的訓練上，由於在經濟環境較差的國家中，教育水準普

便較低，當企業所經營的區域其經濟環境條件較母國差時，不容易尋求到適合

的經營管理人才，而為了解決缺乏適合管理人才的問題，企業通常會從母公司

派人去管理，這樣的方法或許可以解決當地人才短缺的問題，但同時也會面臨

因為員工價值觀差異或立場的差異而導致溝通上的衝突和管理上的困難，而使

組織的運作變的沒效率。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們可以知道，當多國企業在不同經濟環境下經營時，則

必須付出額外成本以減低因為經濟環境差異所帶來的不利影響。因此，本研究

對經濟環境多角化和企業績效之關連性做出以下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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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a：相關經濟環境多角化對企業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H3b：非相關經濟環境多角化對企業績效有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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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蒐集及樣本選擇 

 

一、研究期間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期間及對象為民國 92 到民國 94 年，在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之公司

(未包括金融產業)。由於研究主題為國際多角化對企業績效的關連性，所以研

究的樣本將鎖定在對海外有一個國家以上的投資且有實質經營的企業。資料來

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及中華徵信所發行的台灣集團企業研究(2002) 

 

二、樣本選擇標準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台灣集團上市公司，從台灣上市公司中挑選出有進行海

外直接投資的企業 485家，並根據以下選擇樣本的準則，我們將樣本縮減為 270

家上市公司 

 

1. 該上市公司必須要擁有一個以上的海外投資子公司 

2. 對於轉投資或投資在稅賦上優惠的國家(EX：英屬維京群島)的子公司，本

研究認為企業大都是因為基於避稅原因而投資這些地方，並無實質經營，

故從原始樣本中刪除 

3. 在研究期間民國 92 年到民國 94 年間該子公司仍存續，且子公司在研究期

間的會計和基本資料是可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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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數衡量 

 

ㄧ、依變數(independent variable) 

 

1. 企業績效的衡量變數 

    對於國際化企業績效的評估指標，在相關學者的研究中大都有相近的看

法。Demirag(1987)的研究對於國際化企業所使用指標的重要性排名指出，評

估國外營運最重要的財務性指標為ROA；且大多數企業也認為ROA 是最重要

的評估指標(Abdullah & Keller,1985)。因此本研究採用ROA 衡量公司績效。

我們採用會計上計算ROA的方式：ROA＝稅後淨利／資產總額 

 

 

二、解釋變數(dependent variable) 

 

1. 國際多角化程度的衡量 

    衡量國際化程度的方法很多，過去學者普便使用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之

比例(FSTS)；海外所得占總所得之比例(FITI)；海外員工人數占總員工人數之

比例(FETE)；海外資產占總資產之比例(FATA)；為海外子公司數(OSC)；為海

外子公司數占總子公司數之比例(OSTS)；廠商擁有海外子公司的國家數(O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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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來衡量，但是這些衡量方式有一些缺失，那就是無法讓人看出企業國際

化的分散程度以及各區域的重要程度，因此，後來一些學者(Miller and 

Pras,1980；Hitt et al.,1997)便以Jacquemin-Berry(1979)用來計算產品多角化

程度的Entropy指標為基礎，發展出衡量國際化的Entropy指標，而這一指標不

僅可以計算出公司設籍地區的數目，還可以顧及到該地區所佔的比重多寡，是

一種完整而客觀的衡量方式。因此本研究亦採用Entropy指標來衡量國際多角化

的程度。 

 

    為了探討文化構面和經濟發展構面的國際多角化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連

性，因此我們利用 Entropy指標分別計算出企業在這兩構面上的相關及非相關

的國際多角化的程度，其計算方式及公式如下所示： 

 

(1) 經濟多角化的衡量變數 

    我們依據企業所投資的國家，根據 Voyer and Beamish ()的分類，將這些

國家區分成兩個經濟發展區塊：（1）已開發國家或是工業化國家（2）開發中

國家或是新興市場。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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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iv為企業總國際多角化程度 

RDE：表示企業相關經濟多角化程度 

UDE：表示企業非相關經濟多角化程度 

PC為第C國家的之子公司，其營業收入佔總營業收入的比例 

PD為在第D經濟發展區塊中之子公司，其營業收入佔總營業收入的比例 

PDC為在 D 經濟發展區塊裡的 C 國子公司，其佔第 D 經濟發展區塊總營業收入

的比例 

 

(2) 文化多角化的衡量變數 

    我們依據企業所投資的國家，Hofstede (1980)根據的分類，將這些國家區

分成 8個文化區塊，分別是(1)ANGLO (2)GERMANIC (3) NORDIC (4) LATIN 

EUROPEAN  (5) LATIN AMERICAN (6) NEAR EAST (7) FAR EAST (8) 

ARA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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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iv：企業總國際多角化程度 

RDC：表示企業相關文化多角化程度 

UDC：表示企業非相關文化多角化程度 

Pk為第K國家的之子公司，其營業收入佔總營業收入的比例 

PL為在第L文化區塊中之子公司，其營業收入佔總營業收入的比例 

PLK為在 L 文化區塊裡的 K 國子公司，其佔 L 文化區塊總營業收入的比例 

 

三、控制變數(Control Variable) 

 

除了本研究想要探討的解釋變數之外，公司的績效仍有可能被其他變數所影

響，為了有效的探討公司績效與國際多角化程度之關係，在此將其他的解釋變

數列入本模型中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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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規模(Size) 

    Chatterjee and Wernerfelt（1991）認為企業規模對於企業策略型態有相

當的影響，規模越大，代表企業在整個產業中，有一定的地位與影響力，也代

表企業有某些專屬優勢。因此本研究採用Bettis（1981）的衡量方式，取企業

資產(Total Asset)的自然對數(log)，亦即Size = log（Assets）= log（總資產），

作為衡量企業規模的標準。 

 

2. 負債比率(Debt ratio) 

    此指標可由該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算得之，用以

表示公司對外欠的錢佔公司總資產的比率，瞭解公司負債狀況。負債比率越高，

表示公司自有資金不多，所承受的財務風險高；反之，表示公司財務風險低，

財力雄厚。因此，負債比率低的企業較有閒置的資金可以增加在國際多角化上

的投資以提升在市場的獲利機會。 

 

3. 公司年齡(Age) 

    歷史越悠久的企業他們會比那些年輕的企業更有國際化的經驗，讓他們在

進行國際多角化投資時，因為有過去經驗的累積，讓他們能更快更有效的佈局，

因此影響獲利，所以本研究也將公司年齡放入控制變數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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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發密集度(R&D intensity) 

    根據市場不完全理論我們可以知道，由於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無法被完全

滿足，所以導致國際擴張會為企業績效帶來好處，也正因如此，企業會將自己

在母國所發展出來的核心能力運用在國外市場上以建立自己的在當地的競爭優

勢，而許多學者也認為這種市場不完全的建立和維持是可以透過提高研發密集

度(R&D intensity)來達成的(Kim and Lyn, 1986)。因此，我們將研發密集度放

入控制變數中。一般而言，研發密集度的計算方式為(研發費用/總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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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利用迴歸統計方法發展五個模型分別討論國際多角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以及經濟及文化多角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模型一 

    以企業資產報酬率(ROA)為依變數，放入公司規模、負債比率、公司年齡

及研發密集度四項控制變數，並且進行迴歸分析，迴歸式如下： 

 

( ) ( ) ( ) ( ) eY +++++= 研發密集度公司年齡負債比率公司規模 4321 ββββα  

 

其中 

公司規模:表示 LOG(Asset)  

負債比率：表示 ⎟⎟
⎠

⎞
⎜⎜
⎝

⎛
Equity
Debt   

公司年齡：表示 LOG(Age)  

 

模型二 

    以企業資產報酬率(ROA)為依變數，除四項控制變數之外，此模型單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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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企業總國際多角化程度(Div)為解釋變數，探討國際多角化對績效的影響，其

迴歸式如下所示： 

 

e(Div))()()()( 54321 ++++++= βββββα 研發密集度公司年齡負債比率公司規模Y

 

其中 

Div：表示總國際多角化程度 

公司規模:表示 LOG(Asset)  

負債比率：表示 ⎟⎟
⎠

⎞
⎜⎜
⎝

⎛
Equity
Debt   

公司年齡：表示 LOG(Age)  

研發密集度：表示 ⎟⎟
⎠

⎞
⎜⎜
⎝

⎛
SalesTotal
DR &   

 

模型三 

    以企業資產報酬率(ROA)為依變數，除四項控制變數之外，此模型放入企

業總國際多角化程度(Div)以及其平方項兩項為解釋變數，探討國際多角化對績

效的影響，其迴歸式如下所示： 

 

( ) ( ) ( ) ( ) eY +++++++= )(Div(Div) 2
654321 ββββββα 研發密集度公司年齡負債比率公司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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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iv：表示總國際多角化程度 

( )2Div ：表示總國際多角化程度的平方 

公司規模:表示 LOG(Asset)  

負債比率：表示 ⎟⎟
⎠

⎞
⎜⎜
⎝

⎛
Equity
Debt   

公司年齡：表示 LOG(Age)  

研發密集度：表示 ⎟⎟
⎠

⎞
⎜⎜
⎝

⎛
SalesTotal
DR &  

 

模型四 

    以企業資產報酬率(ROA)為依變數，除四項控制變數之外，此模型放入企

業相關文化多角化及非相關文化多角化兩項為解釋變數，探討文化多角化對績

效的影響，其迴歸式如下所示： 

 

( ) ( ) eUDCRDCY +++++++= 654321 )()()()( ββββββα 研發密集度公司年齡負債比率公司規模

 

其中 

RDC：表示企業相關文化多角化程度 

UDC：表示企業非相關文化多角化程度 

公司規模:表示 LOG(Asset)  



 68

負債比率：表示 ⎟⎟
⎠

⎞
⎜⎜
⎝

⎛
Equity
Debt   

公司年齡：表示 LOG(Age)  

研發密集度：表示 ⎟⎟
⎠

⎞
⎜⎜
⎝

⎛
SalesTotal
DR &  

 

模型五 

    以企業資產報酬率(ROA)為依變數，除四項控制變數之外，此模型放入企

業相關經濟環境多角化及非相關經濟環境多角化兩項為解釋變數，探討經濟環

境多角化對績效的影響，其迴歸式如下所示： 

 

( ) ( ) eUDERDEY +++++++= 654321 )()()()( ββββββα 研發密集度公司年齡負債比率公司規模

 

其中 

RDE：表示企業相關經濟多角化程度 

UDE：表示企業非相關經濟多角化程度 

公司規模:表示 LOG(Asset)  

負債比率：表示 ⎟⎟
⎠

⎞
⎜⎜
⎝

⎛
Equity
Debt   

公司年齡：表示 LOG(Age)  

研發密集度：表示 ⎟⎟
⎠

⎞
⎜⎜
⎝

⎛
SalesTotal
D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