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從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學者認為採行國際化策略的廠

商，其經營績效照理會受到國際化程度高低的影響，不過在影響的程度以及正或

負相關這兩點上，到現在看法仍然不一致。是否因為國際化程度並非主要的影響

變數，亦或受到其他調節變數的影響，強化或弱化了國際化程度與績效間的關連？

也就是是否有變數對於國際化程度與營運績效間有影響？廠商在營運的過程中容

易涉及到各種不同因素進而對其營收產生不同的影響，除了處在不同產業的廠商

以及不同廠商內部經營模式有所差異，造成不同產業的廠商營收有所不同，甚至

處在同一個產業的廠商其經營績效往往也相差甚大。 

  因此本研究企圖探討公司變數；產業變數對於國際化程度與營運績效間是否

有影響，以藉此了是否有其他的變數會影響到國際化程度與營運績效間的關聯

性，以給予廠商未來發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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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公司變數公司變數公司變數公司變數 

１１１１、、、、廠商年齡廠商年齡廠商年齡廠商年齡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 

  廠商剛成立的階段主要是以耕耘母國市場為主，除非該廠商為進出口貿易商

或是本土市場規模過小不得不直接經營海外市場，否則大多數廠商都以先在本土

營運等到擁有一定知名度或市場佔有率後，才會考慮進行國際化。 

  隨著廠商成立時間越長，通常組織的規模會隨之增大並且容易呈現高塔式組

織結構，組織容易僵化、既有掌權者可能不願意下放權力並且容易拒絕組織架構

變革，此時，對於現有的海外市場，儘管母公司內部有發展新科技或更有效率的

經營模式並且有機會將其應用在海外市場，但是，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廠商其組織

內部可能越不願意將現有技術傳授給海外子公司。也就是說，高階經理人不願意

將資源投入在海外市場，對組織來說其潛在的危機包括：母國與地主國子公司資

訊不對稱，總部不了解海外子公司的需求，導致總部沒辦法提供充足的資源給海

外的子公司，造成海外市場營運不佳，反而拖累整體組織的營運表現；內部高階

經理人意見紛歧，對於母國及海外市場兩者間的整體策略規劃不佳，亦或是高階

經理人消極面對海外市場，不論海外市場是否有發展的空間，只以保住自己在公

司內部的地位為主要考量，導致海外市場發展不佳，對於組織整體營收有負面的

影響。 

  對於廠商來說，成立年限的多寡可能會影響到母國高階經理人對於國際化的

態度不同，較年輕的組織對於海外擴張的意願可能比較高，投入心力的程度相對

於較僵化的組織也較大，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則容易有正相關；反之，

成立較久的廠商，因為內部經理人對於海外市場較不重視或是比起過往組織彈性

時較不仰賴海外市場，即使國際化程度高，其經營成效可能還不如相同程度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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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年輕的廠商。基於以上，我們認為廠商成立年限對於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

間有關聯性。所以假設： 

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廠商廠商廠商廠商年齡會負向影響年齡會負向影響年齡會負向影響年齡會負向影響廠廠廠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關聯關聯關聯 

２２２２、、、、進行國際化地區進行國際化地區進行國際化地區進行國際化地區(location)距離距離距離距離遠近遠近遠近遠近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 

  不同的國家不只政治環境、經濟條件、當地基礎建設不同外，其消費者的組

成、產品偏好程度、購買習慣等等也皆不相同，Berry (2004)將區域(regions)定義為

具有類似文化、顧客需求、生活水準及經濟發展程度的地區。因此，對於要進行

國際化的廠商來說，進入海外地點的考量可以說是決定最終國際化策略成敗的原

因之一。 

  國際化國家與廠商母國間的距離可能會影響到廠商經營的難易度，台灣的廠

商在初期國際化時若是選擇地理距離較近的亞洲地區發展的話，當地的消費者的

習性可能會因為與母國相同民族或是同樣受過歐美國家殖民過的影響，而會有類

似的消費習性；此外，亞洲地區的國家與台灣的地理距離相對於其他地區來的接

近，對於母國的廠商來說，在派遣本國的職員到海外國家因為距離較近，所受到

的反彈可能相對不大並且派遣的成本也較低，若是海外市場有問題發生時，因為

距離的關係，母公司較能及時掌握，表示進入當地前的偵查成本及進入當地市場

後的監控成本較低。比起亞洲國家來說，進入歐美國家市場的廠商，所遭受到的

困難可能包括：當地消費者人口、心理、社會特質皆與台灣消費者不相同、加上

地理距離越遙遠的國家表示運輸成本也會相對提高、以及台灣的來源國形象對於

歐美國家消費者來說並且皆為正面，因此，廠商在不同地區進行國際化其難易程

度皆有所不同，事實上，Rugman (2005)提及全球前五百大跨國企業，儘管其 FDI

及貿易量超過了總值的一半以上，不過當中絕大多數的跨國企業其國際化範圍都

只在母國附近的區域進行。根據 Qian, Li, Li and Qian (2008)的研究結果可得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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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國際化廠商都是進行區域化 (regional)擴張而非全球性 (global)擴張，並且區

域化擴張的成本低於全球性擴張，也就是說，國際化的成本隨著廠商國際化地區

不同而有所差異。 

  基於上述可知，廠商在不同地區經營成本有所不同，例如進入大陸的台灣廠

商因為固定成本低所以比起進入美國的廠商來說，其營運表現較好（Aw and Lee, 

2008）。若是在與母國地理距離較遠的區域，國際化成本易較大，對於廠商來說經

營可能相對較困難，國際化程度越大，容易虧損；反之，在地理距離較近的區域

進行國際化，偵查及監控成本較低，廠商較容易投入心力經營當地市場，長期來

說，則較有盈餘的可能性，所以，在不同區域進行國際化的廠商，容易因為不同

區域影響到其國際化程度與營收間的關係。所以假設： 

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國際化國際化國際化國際化(location)距離遠近距離遠近距離遠近距離遠近會負向影響會負向影響會負向影響會負向影響廠廠廠廠商國際化程度商國際化程度商國際化程度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與經營績效間與經營績效間與經營績效間關聯關聯關聯關聯 

３３３３、、、、廠商廠商廠商廠商國內國內國內國內資源多寡資源多寡資源多寡資源多寡率率率率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 

  國際化策略表示廠商利用在他國設立子公司或工廠進行營運，進行海外直接

投資，為了善用組織內部資源，廠商必須協調各國子公司的任務並且分配資源到

各子公司以達到最適分配，也就是說廠商於各國子公司間的資源有效移轉，以及

整合各子公司的資源、任務等流程，以提高國際化廠商的經營績效。當母公司營

運的經驗越豐富，尤其在不同國家都具有投資經驗時，廠商通可以從自身所擁有

的經營知識（know-how），採取最適合經營的模式，運用在其他海外市場的經營

以提升知識移轉的績效。（黃素怡，2002） 

  為了進行國際化，廠商因而要承擔相對的成本與風險，Hennart (1991)認為廠

商進行 FDI 可能會產生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監督成本等等，廠商為了進行全球

營運投資前要進行縝密的評估、視察、挑選合作廠商等事宜，等真正進入當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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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持續派人監督該國的整體環境及經營概況並且針對各國不同的情況分配資

源及任務到不同國家的子公司，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金錢及人力才有可能作出

最適的決定。 

  由以上我們可以發現進行國際化的廠商在其過程中需要耗費相當的資源。回

歸到廠商母國經營的情況，若是該產業在母國處於成長期，同業間彼此競爭激烈，

廠商需要投入大量研發成本、行銷預算、人事成本才能持續成長；亦或是廠商當

年在母國經營不善，現金來源有不足之虞，對於海外市場的經營不僅無暇兼顧，

更不用說是投注金錢到海外市場設備的建立以及完善掌控該國的市場環境及子公

司的經營概況，此時國際化對於廠商來說可能只是會造成其管理及經營上的負

擔，不僅沒辦法為自己帶來利益，可能還會因為母國及海外市場皆經營不善產生

彼此拖累產生財務損失。反之，若是廠商在母國為領導廠商，資金來源穩定並且

擁有獨特的經營知識，年成長率呈現穩定上升，利用自身在母國的競爭優勢，則

有助其在海外的營運，不只能夠注入足夠的資本到各國子公司並且能夠將自己的

特有的經營模式運用到海外市場以享受到國際化所帶來的好處。 

  綜合以上論點，對於國際化的廠商來說，其國內資源的多寡會影響到其海外

經營的意願及經營成效，也就是廠商擁有資源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

關聯性。所以假設：                                                                

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廠商擁有的國內資源廠商擁有的國內資源廠商擁有的國內資源廠商擁有的國內資源會正向影響會正向影響會正向影響會正向影響廠廠廠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關聯關聯關聯 

二二二二、、、、產業變數產業變數產業變數產業變數    

１１１１、、、、產業營收成長率對於產業營收成長率對於產業營收成長率對於產業營收成長率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 

  不同產業根據其廠商人數、產業營收成長率、廠商所採行的策略等，可以將

產業劃分成不同階段：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在不同的產業生命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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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階段，會有不同的風險、市場潛力及關鍵成功因素（洪一權，1992）；廠商所需

面對的任務是預先分析判斷，掌握產業發展各階段中每一個力量可能會發生什麼

改變，以及擬定對應策略。 

  假設 A 產業正處於成長期，國內各家廠商間競爭激烈，無一不想要在此一階

段穩固國內市場，期望能創造最大的銷售量並且能夠成為此一產業的領導廠商，

若是，廠商在此時就已經進入國際市場，不僅要面對國內競爭激烈的市場還加上

具有發展潛力的海外市場，在資金及人才的分配上已屬不易，要如何進行整體策

略擬定則顯得更加困難；上市上櫃廠商則還要面臨來自股東的壓力，因為進行海

外市場擴張無可避免在初期要投入大量資金建造廠房、僱用勞工、開拓當地市場

等，中期後則仍要持續投資並且監控海外市場，要如何說服股東將組織的一部份

資源挹注到海外市場則為另一項課題，因此，國內產業營收呈現成長的廠商來說，

對於國際化的意願也不一定會較高，反而有可能在此時忽略海外市場，強化自身

在本土市場的競爭力，導致國際化程度越高營運績效下降的情形產生。 

  抑或若現正國際化的廠商所處產業營收衰退導致廠商國內營運不佳、資金吃

緊，母公司更會有動機要多進行國際化；保守經營台灣市場並將多數資源投入海

外市場，期望能夠搶得先機，成為海外市場的領導廠商，造成儘管處在產業營收

成長衰退的廠商，卻期望國際化程度越高能夠替組織創造更大的利潤，也就是我

們認為當廠商國內產業蕭條的時候，廠商會更重視其海外市場的營運。產業營收

成長率可以反映出廠商此時的資源充沛與否，是否利於在此時增加國際化程度與

否，產業營收成長率高低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應具有關聯性。所以

假設： 

假設四假設四假設四假設四：：：：母國母國母國母國產業營收成長率會負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產業營收成長率會負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產業營收成長率會負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產業營收成長率會負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 

２２２２、、、、產業別對於產業別對於產業別對於產業別對於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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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ctor (2007)認為國際化廠商的優勢包括在不同國家營運藉此能夠分散經

營風險；加上有些國家匯率變動快速，在多個不同國家生產、銷售能夠減少因為

匯率變動所造成的損失；並且在國際化過程中因為當地經營環境不同而學習到不

同與以往的經營知識。 

  全球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及服務業態與經營模式的不斷創新，促使服務業國際

競爭日益激烈，並且隨著製造業廠商國際化，其全球性的組織生產活動也需要相

關的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服務的配合。 

  服務業廠商進行國際化有許多好處，有利於增加其品牌或產品的知名度以增

加全球銷售量藉此分攤固定成本、進入自身所在產業低度發展的國家則有利於建

立產品或服務的規格並且成為該國的領導品牌，Dunning (1993)認為海外飽和度尚

低的產業，對於廠商是有利可圖，藉由維持及擴張產品通路市場並且以特有的競

爭優勢來取得當地市場的市佔率。因此國際化對於服務業廠商來說不僅可以增加

其品牌價值並且能夠創造更大的銷售量以增加其經營績效。 

  台灣的製造業廠商多為替歐美自有品牌代工，製造標準化的零組件，利潤相

對被壓縮，由於國內製造成本提高，廠商多半進行海外投資以尋求低廉的勞工成

本及減少原料成本等，期望藉由國際化來整合利用資源，透過製造業跨國轉移實

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Hitt et al. (1997)指出廠商國際化的

動機包括以生產標準化產品、資源分配與整合及整合不同海外國家的市場，以達

到規模經濟並享有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並且能夠得到包括接近原料市場、知識

轉移及分攤廠商的研發成本及其他固定成本以低製造成本等好處。 

  以往學者所研究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所使用的廠商樣本多為製造業廠商儘

管研究結果時有不同，但 Ramaswamy (1995)、Contractor et al. (2003)、 Siah Hwee 

Ang (2007)的研究結果皆指出製造業廠商其國際化程度與其績效具有關聯性，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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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論點，我們認為不論廠商所處產業為何，其產業別對於廠商進行國際化程度

與經營績效間具有關聯性，也就是說，製造業或服務業的國際化廠商有可能因為

要因應生產成本上升、各國降低貿易障礙等外在因素，希望能夠持續加碼海外市

場，期望能達到規模經濟、全球性品牌、或是利用國際化的特點成為自身的競爭

優勢，對於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廠商來說，其經營績效可能也因而越高。但是考慮

到台灣的跨國性廠商多為製造業廠商，多為到東南亞地區設立生產部門以降低自

身生產成本，也就是說，台灣廠商在全球專業分工中的角色多為代工；服務業中

的金融、觀光、百貨業皆有可發展成國際性品牌的機會，但是往往會受到政府法

令限制、缺乏創新性思考、經營效率不高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走出台灣市場，以

金融業來說，限制海外據點、國內業者家數過多加上政府仍採取保護性態度導致

國內領導廠商的市值與其他亞太各國相比仍相對低；加上服務業業者比起製造業

來說，更需要注重不同國家消費者的習性，因地制宜，若是國內服務業廠商缺乏

創新及冒險的能力，則根本上則不適合到海外發展。台灣早期本來就是以進出口

廠商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服務業發展的年限則相對短，因此我們認為比起服務業

的發展來說，製造業廠商對於國際化的依賴程度是較大的。所以假設： 

假設五假設五假設五假設五：：：：製造業影響製造業影響製造業影響製造業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廠商國際化程度與廠商國際化程度與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比服務業還多經營績效間的關聯比服務業還多經營績效間的關聯比服務業還多經營績效間的關聯比服務業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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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資料來源與樣本資料來源與樣本資料來源與樣本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一、研究期間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取自民國 92 年到 94 年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製造業及服務業

公司，共 267 家廠商。由於本研究主題為廠商國際化程度與其經營績效間的關聯

性，所以研究的樣本皆為在台灣以外的國家有一個國家以上進行投資並且有實質

績效的廠商。資料來源則為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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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從其中挑選出有

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一共 485 家，並且依據以下的標準來進行篩選，最終我們

將樣本縮減為 267 家上市公司。 

  衡量標準： 

１、該上市公司必須至少要擁有一個以上的海外投資子公司。 

２、該公司若是有在一般認定對於投資上有賦稅優惠的國家（例如：英屬維京群

島）設立子公司的話，我們認為該公司可能多為因為避稅等原因而在該地設立子

公司，實質上並沒在當地進行經營，故從原始樣本中刪除。 

３、在民國 92 年到民國 94 年間該子公司仍存在，且子公司在該期間的會計及相關

基本資料是可以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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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變數定義與衡量變數定義與衡量變數定義與衡量變數定義與衡量    

一、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 

１、廠商績效的衡量變數 

  對於國際化廠商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由前述我們可以得知包括 ROA、ROS

及 ROE 等等。就以往學者之研究可以發現，大多數學者採用 ROA 來衡量廠商經

營績效；此外，從 Demirag(1987)其對於國際化廠商所使用指標的重要性排名的研

究發現，評估海外營運最重要的財務性指標為 ROA。因此本研究採用 2004 年個別

廠商的 ROA 來衡量廠商經營績效；衡量方法為：ROA=稅後淨利(Net Income)÷ 資

產總額(Assets)。 

二、解釋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 

１、國際化程度的衡量 

  從先前文獻探討的部份可知過往學者在衡量廠商國際化程度的衡量方式不

一，包括了海外資產占總資產之比例(Foreign Asse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ts，FATA)、海外銷售量占總銷售量之比例(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FSTS)、海外員工占總員工之比例(Foreign Employe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mployees,，FETE)、海外收入占總收入之比例（Foreign Revenu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evenue，FRTR）、管理高層的國際化經驗 (Top Manag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MIE)、國際營運的心理分散度 (Psychic Dispersion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PDIO)等等。本研究採用 Qian (2002)針對美國中小型製造業廠商的研究中所採取的

指標，以海外銷售量佔總銷售額之比例作為衡量廠商國際化程度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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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商年齡（Age） 

  本研究在計算廠商年齡是以 2004 年作為基準點，減掉成立年以求得各廠商年

齡，在本章第一節研究假設中有提到，我們認為廠商的年齡會影響到其國際化程

度與經營績效間的關聯性，所以本研究將廠商年齡放入控制變數加以控制。 

3、公司產業別 

  根據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產業別分類標準主要是以將廠商內部各場所單

位之主要經濟活動，按其性質相同或相似者分別歸屬於一類；如該場所單位同時

從事多種性質不同之經濟活動時，按其產值（或營業額）最多者認定其行業。我

們認為不同的產業對於廠商經營績效應有關聯性，所以本研究中以一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來區別不同業別（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4、2002 年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 

  我們利用台灣經濟研究院內的產業別資料取得各個產業的營收成長率，對於

處於不同產業的廠商來說，廠商會根據國內產業的發展狀況對於國際化發展的態

度有所不同，又因為我們認為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與廠商營收間有時間落後（time 

lag）效果，因此我們採用 2002 年產業營收成長率來對應 2004 年的 ROA。所以本

研究將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放入控制變數加以控制。 

5、國際化地區(location)遠近 

  國際化地區不同為影響廠商海外市場經營的要素之一，不同區域的國家其經

營成本、消費者組成皆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將此變數做為我們的調節變數之一。

由於廠商國際化的地區不一，所以我們將地區以洲作為分別，包括了亞洲地區及

歐美地區；當中亞洲地區則多以大陸為主，歐美則多以英國及美國為主。本研究

中以一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來區別不同地區（亞洲＝１；歐美＝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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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廠商營收成長率 

        廠商自身營收的高低會影響到其經營海外市場的意願，因此我們將廠商營收

成長率作為我們的調節變數，廠商營收成長率資料從從TEJ資料庫取得，並且以

2004年為基期。 

三、其他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 

1、負債比率（Debt Ratio） 

  廠商負債比率的衡量方式是以該年度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總額除以資產

總額計算得之，通常以百分比表示，數值在 0 到 100 之間，為衡量一家公司資本

結構的重要指標。廠商資本的來源，主要以股東出資或由公司對外舉債等兩種為

主。以舉債的方式籌資不僅有稅盾效果，並且籌到的金額可能較多且費時較短；

但其缺點是當廠商舉債過高時，由於槓桿因為將使營運風險提高，對於一家負債

比率高的公司來說，若同時發生營運不佳時會有倒閉的風險。因此負債比率可大

致看出一家公司其體質是否健全，負債比率較低的廠商表示其較有閒置資金，比

較不會有資金吃緊的情況產生，較有機會能夠進行國際化擴張以提升自己營運績

效。廠商的負債總額及資產總額皆從 TEJ 資料庫取得，並且以 2004 年為基期。 

2、公司規模（Size） 

  公司規模有幾種衡量方式，包括資產總額、總營收、員工人數等等，本研究

是以廠商的總營收取自然對數（ log）的形式，亦即公司規模＝log(total sales 

income)=log(總營收)，作為衡量廠商規模的指標。我們認為公司規模越大，表示該

公司在整個產業中，有一定的地位與影響力，所以本研究將公司規模放入控制變

數加以控制，總營收資料從從 TEJ 資料庫取得，並且以 2004 年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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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迴歸統計方法檢驗過去學者在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經營績效間相關

程度為多少，並且另外發展五個模型以討論不同變數影響國際化程度與廠商績效

間的關聯性。 

     以資產報酬率（ROA）為依變數，國際化程度(FSTS)為解釋變數，加入廠商

年齡、負債比率、公司規模、公司產業別及 2002 年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等五項控

制變數，並且進行迴歸分析，迴歸式如下： 

  Ｙ＝α+β1(廠商年齡)+β2(負債比率)+β3(公司規模)+β4(公司產業別)+β5(2002 年

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β6(FSTS)+e 

其中 

公司規模：表示 log(總營收) 

負債比率：表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產業別：採以虛擬變數的設定（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FSTS：國際化程度＝海外銷售量除以總銷售量 

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一 

   以資產報酬率（ROA）為依變數，國際化程度(FSTS)為解釋變數，除五項控

制變數，加入廠商年齡和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交互項，探討廠商年齡

是否會負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其迴歸式如下： 

        Ｙ＝α+β1(廠商年齡)+β2(負債比率)+β3(公司規模)+β4(公司產業別)+β5(2002 年

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β6(FSTS)+β7(廠商年齡交互作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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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公司規模：表示 log(總營收) 

負債比率：表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產業別：採以虛擬變數的設定（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FSTS：國際化程度＝海外銷售量除以總銷售量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二二二二 

  以資產報酬率（ROA）為依變數，國際化程度(FSTS)為解釋變數，除五項控

制變數，加入地區別及地區別和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交互項，探討國

際化地區遠近是否會負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其迴歸式如下： 

        Ｙ＝α+β1(廠商年齡)+β2(負債比率)+β3(公司規模)+β4(公司產業別)+β5(2002 年

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β6(FSTS) +β7(地區別)+β8(地區別交互作用)+e 

其中 

公司規模：表示 log(總營收) 

負債比率：表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產業別：採以虛擬變數的設定（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FSTS：國際化程度＝海外銷售量除以總銷售量 

地區別：採以虛擬變數的設定（亞洲地區且以大陸為主＝１；其他地區＝０） 

模型三模型三模型三模型三 

  以資產報酬率（ROA）為依變數，國際化程度(FSTS)為解釋變數，除五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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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變數，加入公司營收成長率及公司營收成長率和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

的交互項，藉由廠商營收成長率來代表廠商資源的多寡，探討廠商資源多寡是否

會正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其迴歸式如下： 

        Ｙ＝α+β1(廠商年齡)+β2(負債比率)+β3(公司規模)+β4(公司產業別)+β5(2002 年

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β6(FSTS)+ β7(公司營收成長率)+β8(公司營收成長率交互作

用)+e 

其中 

公司規模：表示 log(總營收) 

負債比率：表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產業別：採以虛擬變數的設定（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FSTS：國際化程度＝海外銷售量除以總銷售量 

模型四模型四模型四模型四 

  以資產報酬率（ROA）為依變數，國際化程度(FSTS)為解釋變數，除五項控

制變數，加入產業營收成長率和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間的交互項，探討國

內產業營收成長率是否會負向影響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其迴歸式

如下： 

        Ｙ＝α+β1(廠商年齡)+β2(負債比率)+β3(公司規模)+β4(公司產業別)+β5(2002 年

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β6(FSTS) +β7(產業營收成長率交互作用)+e 

其中 

公司規模：表示 log(總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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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表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產業別：採以虛擬變數的設定（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FSTS：國際化程度＝海外銷售量除以總銷售量 

模型五模型五模型五模型五 

  先將樣本資料依據產業別分成製造業以及服務業兩群，其餘變數如同前述模

型，以資產報酬率（ROA）為依變數，國際化程度(FSTS)為解釋變數，探討不同

產業別其廠商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的高低，其迴歸式如下： 

        Ｙi＝α+β1(廠商年齡)+β2(負債比率)+β3(公司規模)+β4(公司產業別)+β5(2002 年

國內產業營收成長率)+β6(FSTS) 

其中 

i = 製造業、服務業；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公司規模：表示 log(總營收) 

負債比率：表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產業別：採以虛擬變數的設定（製造業＝１；服務業＝０） 

FSTS：國際化程度＝海外銷售量除以總銷售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