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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進入模式 

  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認為企業如欲將其企業功能拓展至母國之外的

海外市場，必須選出一最佳的進入模式，對此計畫進行制度的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Kaynak et al.(2007)認為一般而言，可以將這些進入模式分為非股

權(non-equity based)模式與股權(equity based)模式，非股權模式如授權、特許經

營權、出口等合約方式；而合資企業與獨資事業此類股權模式則屬海外直接投

資。根據本研究的主題，我們會把焦點放在海外直接投資的模式介紹上，Chang 

and Rosenzweig(2001)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指包含擁有股權與管理控制兩項議題

的投資。Hill et al.(1990)則認為相對於非股權模式，股權模式包含了高度控制與

高利潤外也隱含高度資源投入與低彈性的特性。有幾項研究證實控制議題與股權

持有之間具有正向的關係，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研究指出契約風險與股

權持有程度具有正向關係。Kim and Hwang(1992)對於全球進入模式的研究發

現，相對合資事業來說，獨資事業在控制上具有較好的表現。 

  Vernon and Wells(1986)認為獨資事業係根據地主國的法律建立，全由母公司

獨有與管理的事業體。Rodrigues(2001)認為企業採用獨資事業是指企業在建立一

海外市場建立實體，須承擔所有相關的成本，更精確的說，獨資事業是指一個母

公司擁有 100%股權的子公司(Hill and Jones, 1998)。Ball and McCulloch(1996)認

為一個合資事業是由兩個以上的公司因為相同利益共同努力合作，Hennart(1988)

認為股權合資企業(equity joint venture)是欲合併兩方或多方企業所持有的資產。

Griffin and Pustay(1996)認為合資是策略聯盟的一種特殊形式，由兩個以上的企業

共同創造獨立的法律實體，以企業的形式存在，由出資的母公司共同擁有，持股

比例乃是經由討論而定。于卓民(2000)認為合資事業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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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出資已成立一個新公司，彼此對於合資公司的成果及資產使用，有不同程度

的控制。根據 Ball and McCulloch(1996)指出，合資事業形式可能有以下幾種： 

1. 由國外公司與當地公司合作而成； 

2. 由兩個國外公司於第三地成立； 

3. 由國外公司與國有事業的合作； 

4. 由兩家以上公司為了執行專案而形成的事業。 

    企業對於選擇獨資事業與合資事業的權變因素，過去的研究有類似的看法。

Stopford and Wells(1972)根據研究指出，企業的選擇會由資源可取得性(resource 

availability)與控制的需求來決定，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認為資源可取得

性是指企業經營國外市場所需要的財務上與管理上的能力。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認為控制是有能力影響公司的系統、方式與決策。Woodcock et 

al.(1994)也採取類似的觀點，認為組織控制要素與資源需求兩者乃是國外進入模

式選擇的權變因素，他們則是認為資源包含如工廠與資本的有形資產或是如市場

或經營知識的無形資產。換句話說，企業在權衡上兩項因素之後，當前者的需求

大於後者企業將會選擇獨資企業，後者的需求大於前者時企業會選擇合資企業。

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指出高度控制模式將會增加風險與利潤，低度控制

模式則會以利潤為代價，降低風險的程度。Delios and Beamish(1999)認為母公司

股權持有程度越高，代表對子公司控制程度越高，表示母公司可以影響子公司的

運作，但是伴隨而來的是企業必須面臨高度資源投入及高風險。 

  先前提過，企業必須要考量自身的能力與當地的環境選擇適合的進入模式才

能讓海外直接投資案成功，以下我們回顧過去文獻研究指出，企業可以從獨資事

業與合資事業獲得哪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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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獨資事業的利益  

A. 保護專利科技技術 

Hennart(1991)認為當母公司欲移轉難以保護的專利技術至海外子公司時，都會

要求與合資夥伴簽署該財產價格與運用方式的授權契約以避免夥伴的欺騙行

為。但是 Hladik(1985)指出對技術科技定價以及預防技術外洩皆有一定的困難

度。Delios and Henisz(2000)認為私人盜用風險(private expropriation hazard)的來

源之一就是科技外洩，他們主張企業若以契約與交易夥伴規定科技的相關事

項，合資事業的契約必然不會完整，將會提高科技外洩的盜用風險。Delios and 

Beamish(1999)指出內部化學派(internalizational stream)認為股權持有比例越高

代表公司對於保護專屬於公司知識的需求也越高，以防止知識外洩。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則更進一步認為多國籍企業會使用獨資的進入方式防止專

利財產被當地夥伴盜用。Meyer(2001)指出特別在轉變經濟(transition economies)

架構下，當地政府不會提供有效的智慧財產保護措施，對於進入當地的科技密

集度高的企業將會內部化相關的高科技產品與服務，以防科技技術外漏。所以

當企業所擁有的專利知識或技術十分珍貴的時候，採用獨資企業的方式還是才

能確保科技知識與技術不才會被當地夥伴盜用或學習。 

B. 保護商標與品牌 

另一方面，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則認為企業會透過取得子公司控制權以

防止當地子公司用不一致的方式使用商標名稱，稀釋品牌或混淆品牌的定位。

Delios and Henisz(2000)認為管理品牌名稱與信譽這類難以保護或契約明文規定

的資產將會增加管理成本。Hennart(1991)認為，藉由廣告創造差異化產品的企

業有很強的誘因選擇獨資企業做為進入模式。由於企業的形象與商譽對於共享

商標的合資夥伴來說是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如果不善加監督或是監督需要

耗費龐大成本，合資夥伴將可能有搭便車(free-rider)的行為，有誘因會破壞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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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如降低標是同商標產品的品質等。 

C. 其他優勢 

Rodrigues(2001)認為獨資事業還有其它好處，例如獨資事業得以全權控制海外

事業，Hill and Jones(1998)認為此舉有助於子公司間進行全球的策略性協調；

Rodrigues 還認為企業若採用獨資事業，由於不用徵詢夥伴企業的意見，可更快

回應市場需求與勞工需要、利潤也可以不用分享給夥伴企業。  

二、 合資事業的利益 

A. 分散成本與風險 

  企業可以透過獨資的方式獲得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權進而保護專屬於企業的

資產避免外流的風險，也可以獲得較大比例的營業利潤(Anderson and Gatignon, 

1986)。但是掌握多數或全部股權意味著企業必須要花更多的成本才能獲得獨資

企業的好處，並不是表示所有的企業都能夠採取獨資的進入模式進行海外擴張

Rodrigues(2001)認為合資事業的優點之一就是可以分散成本與風險。 

  Johanson and Vahlne(1977)指出在國外經營事業不比在本國經營事業可以

依靠既有的知識經驗，只能從經營的過程中取得所需的經驗。Delios and 

Beamish(1999)認為當地知識包含了一系列當地市場的特色，如政治、法律規範

以及社會規範，這些特色也建立起子公司在營運時面臨的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Davidson(1982)認為經驗較少的企業將會過度誇大所面臨的不確

定性，高估風險程度以及低估報酬，為了減少策略上的風險會偏好授權或合資

事業做為進入模式。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指出在當地主國的環境越不確

定或越多變，企業利用低股權持有的進入模式獲利較多，因為低股權持有可以

提供較大的彈性。Johanson and Vahlne(1977)提及當企業逐漸累積國外市場的經

驗知識之後，面臨較低的不確定性，較能準確的評估風險與報酬並管理國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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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Hennart(1991)認為缺乏地主國的相關知識可能會讓企業在第一次進入國外

的時候，以合資企業做為進入模式。企業如果想要直接取得當地公司於當地經

營的知識，常常需要花很高的交易成本取得，此時合資企業可能是一成本較低

的進入方式。Delios and Beamish(1999)指出國際化途徑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認為公司對於國外市場的投資程度將會隨著對該市場的了解程度成正

向的關係。換句話說，一間公司的國際化過程將是特定國外市場經驗知識的累

加過程，國外市場的知識跟經驗將有助於公司做出更好的決策，且有能力在國

外市場獨資經營。 

B. 取得中間投入的管道 

Hennart(1991)指出多國籍企業的海外子公司欲製造母公司原先沒生產的新產

品，首要考量的就是是否要進入新產業以獲得新產品的中間投入(intermediate 

inputs)，例如專屬於產品的知識或是通路，若是這些中間投入是由其他家公司

獨佔，則使得中間投入需要花更多成本或是無法透過契約取得。Delios and 

Beamish(1999)認為在不完美市場(imperfect market)機制下，合資企業將是一有

效的公司架構，透過低股權的持有，獲得公司所需的資產。 Chen and 

Hennart(2002)認為日本投資者若進入一相關產業不太可能透過與美國夥伴合作

成立合資企業來獲得相關產業知識。 

C. 政治接受度高 

Delios and Henisz(2000)在文中提及公共盜用風險(Public expropriation hazard)的

原因來自於國家具有法律獨占(Legal Monopoly)的特性，影響在該國的各種經濟

交易，可能是以規定或是稅務政策的改變形式，甚至是全部徵收私部門機構的

資產。特別是在政治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當地政府機關將傾向徵收外國企業

擁有的資產。Meyer(2001)以德國與英國企業進入轉型經濟的五個國家為研究對

象，發現當時東歐已逐漸建立市場基礎的制度環境，西方企業欲進入此轉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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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仍可能面臨到政府貪污、模糊的制度規定、缺乏經驗的官僚與缺乏當地企

業的資訊，在很多個案中，東歐當地政府當時會限制西方企業的股權持有比例。

Delios and Beamish(1999)主張地主國的法規限制對於外國與當地國的股權持有

程度具有直接的影響與限制，例如法規會限制國外企業持有地主國內企業的持

股比例，並鼓勵採用股權共享結構(share ownership structure)。也就是說，國際

企業欲進入政治與經濟風險較高的國家，為了獲得於當地經營的許可證以及避

免被當地政府徵收資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與當地夥伴共同成立合

資事業會比獨資事業的風險要來的小。 

D. 取得自然資源的管道 

當企業進入國外市場時，難以取得當地市場資源造成資源缺乏，Hennart(1991)

認為多國籍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常因為當地資源已被當地公司所獨佔，

多國籍企業採用合資的進入模式以解決資源缺乏的問題，例如自然資源產業。

預設此類產業的先進者為當地公司，常常會獲得一些優勢來自於出租財產的費

用和當地政府的法規限制，保護當地此類產業不受國外企業所把持。Hennart and 

Larimo(1998)指出自然資源產業常具有政治敏感性(political sensitive)，企業會偏

好合資的進入模式除了資源的可取得性之外，也可透過當地夥伴與政府的關

係，發展公司與政府的關係。Delios and Beamish(1999)指出由於企業在進入海

外市場時，常會面臨取得新資產的需求，但卻因市場的無效率導致取得資產會

產生高成本。因此，面對此類狀況的公司，一般而言皆會採取與當地夥伴合資，

確保當地資產的可取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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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 

一、所有權優勢理論(Ownership Advantage Theory) 

Griffin and Pustay(1996)認為當企業擁有足以在本國獨佔的有價值資產時，企業可

透過海外直接投資利用該優勢侵入海外市場。該資產可能為優勢科技、有名的品

牌名稱或是規模經濟。然而所有權優勢理論只能解釋何以會發生海外直接投資，

卻無法解釋企業何以會選擇海外直接投資而不是利用授權、特許經營權或出口的

方式。 

二、內部化理論(Internalizaton Theory) 

  內部化理論能夠解釋所有權優勢理論無法說明何以企業會選擇海外直接投

資而非其他模式，Beamish and Banks(1987)認為內部化理論假設在不完美市場下

進行商業行為會發生交易成本，因此對企業來說，使用內部結構比利用市場中介

商服務國外市場來得更有效率。Madhok(1997)認為由於內部化理論將交易成本的

邏輯應用在國際市場上，因此可將其視為國際企業的交易成本理論。 

  交易成本理論假設全部與部份股權持有的選擇乃是由成立合資事業與獨資

事業的潛在成本與利益所構成的函數，且企業的目標乃是將交易成本極小化 

(Hennart, 1991; Kaynak et al., 2007)。Chang and Rosenzweig(2001)認為交易成本理

論早期用來解釋多國籍企業之所以會選擇出口、授權或是海外直接投資主要是根

據多國籍企業對於無形資產內部化的需求而決定。隨著經驗的增加，企業面臨較

少的不確定性，對於準確評估國外投資事業的風險報酬以及管理國外事業具有自

信，因此將會選擇獨資事業而非契約模式或合資事業。其後，Hennart(1991)認為

造成市場失靈的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與投資行為(opportunistic behavior)

將須考慮進交易成本內，Chang and Rosenzweig(2001)提及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國

際企業是一有效移轉資源的媒介，若合資夥伴有搭便車(free-riding)或是投機等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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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行為，導致擁有越多無形資產的企業需耗費更多的監督成本，導致越不願意採

用合資事業，而採用獨資事業。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認為海外進入模式

選擇中，企業在考量龐大風險與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對控制與資源投入，兩者互為

抵換關係的結果，認為不同的情境須搭配不同控制程度的進入模式，才能達到長

期的效率。 

三、折衷理論架構(The Eclectic Framework) 

  Dunning 於 1980 年提出折衷理論架構，整合先前的國際企業理論，以所有

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區位優勢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內部化優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用三群變數來解釋何以企業選擇不同進入模式進行海

外直接投資，Dunning 認為必須要符合這三項優勢才會發生海外直接投資。 

A. 所有權優勢 

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認為所有權優勢是指企業必定擁有優越的資產與

技能足以賺得夠高的經濟租以因應進入國外市場的高成本。Dunning(1988)認為

所有權優勢可分為資產優勢(asset advantage)與交易優勢(transaction 

advantage)，資產優勢是指來自擁有特殊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優勢，如多國籍經

驗、專利、商標以及得以差異化產品的能力。交易優勢是指企業透過多樣化或

區域分散經營，透過整合協調所獲得的利益，如規模經濟。 

B. 區位優勢 

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認為區位優勢是指想要進軍海外市場的企業將被

預期會選擇一個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並進入之，由於這個國家將能提供較高的報

酬。Kaynak et al.(2007)則認為會影響區位優勢的要素包含了有原物料、勞工、

母國與地主國的文化距離，還有地主國政治、經濟、法律環境以及基礎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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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部化優勢 

Griffin and Pustay(1996)認為當企業自行控制海外事業活動獲得的利益相較雇

用當地公司提供服務所獲得的利益來得多時，提供企業內部化的動機。   

Dunning(1988)認為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之後，考量在國外經營事業時，有幾項

情況會提供企業內部化的動機，如為了極小化協調與交易成本、確保品質控管、

避免知識外流、避免強制執行專利權的成本。 

四、組織能力觀點(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Perspective) 

  另一用來解釋企業所有權結構的理論是由 Madhok(1997)提出的組織能力觀

點。Kaynak et al.(2007)認為該觀點將焦點放在組織的能力上，並假設企業的競爭

來 源 來 自 於 企 業 本身 能 力 的 開 拓 與 發展 ， 而 非 來 自 於 對交 易 的 管 理 。

Madhok(1997)認為根據組織能力觀點，企業選擇擁有股權的程度是取決於企業能

力得以對其有何貢獻以及企業的需求。 

Madhok(1996 ,1997)認為組織能力觀點對於企業國際化最基礎的論點在於國

際化為一路徑相依(path-dependent)的漸進過程，是由企業過去的國際化經驗所構

成的函數。由於在新領域中缺乏經驗，企業可能招致高成本，如資訊取得成本、

合併成本以及來自重新理解(interpretation)新領域的成本；發展與整合新知識是一

漸進的過程，如欲發展之，相對於該領域有經驗的既存競爭者而言，將會相對沒

效率。Madhok 在文中提及企業能力的限制是一重要的議題，當企業進入不熟悉

的領域，要達到進入該領域相關的科技與市場尚有一段距離時，一個替代方案為

從其他企業取得新知識的資源，之後再將新知識整合引進企業內部。Madhok 認

為在知識的缺乏或知識難以在可接受的時間及成本內發展完善時，合作

(collaberation)是一擴展知識有用的方法。合資事業是一拓展企業能力不錯的方

法，當企業內部發展經營所需知識的時間太長，或是基於技術知識(know-how)

具有內隱知識的特性時，相對來說授權不會是一適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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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研究 

  在此先將與本研究相關的主題進行介紹，並整理如下方表一。 

  Erramilli(1991)研究國際化經驗對服務業廠商選擇海外市場與進入模式的影

響，以 151 家美國服務業廠商為樣本。研究發現服務業與製造業廠商在市場選擇

上有相同的模式，經驗較少的企業偏好進入熟悉的市場，隨著經驗的增加，選擇

市場會比以往來得多元，企業將會漸漸尋求地理距離與文化距離較遠的市場，而

企業選擇市場的結果影響到企業在股權進入模式的選擇上呈現 U 字型的關係，

也就是說服務業的廠商會在國際化的初期與晚期採用高度的控制模式。 

  Hennart(1991)研究交易成本理論對企業選擇海外製造子公司的股權持有程

度的影響，利用日本企業至美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資料，共 158 筆海外製造子

公司。實證發現，如同該研究的假設，當夥伴企業擁有具有高交易成本的中間投

入(intermediate input)時，如地主國經驗、自然資源等，日本企業偏好選擇獨資事

業作為進入模式。 

  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利用 97 家美國裝備租賃業(Equipment leasing 

Industry)的公司為樣本，以 Dunning 的折衷架構，研究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

及內部化優勢之間的交互作用對於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三

種優勢的交互作用將顯著影響企業進入模式的選擇，其中當所有權優勢越強烈

(公司規模越大與多國籍經驗越多)的時候，在區域優勢不高的情況下，企業將越

偏好內部化優勢選擇合資事業或是獨資事業；或是當所有權優勢越弱(公司規模

越小與多國籍經驗越少)的情況下，在區域優勢高(市場潛力高)的情況下，也會偏

好選擇合資事業或是採不進入。 

  Delios and Beamish(1999)研究影響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因素，利用投資東亞

及東南亞九個國家共 1424 家日本企業作為樣本，利用交易成本、制度環境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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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經驗三群變數作為進入模式決策架構。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交易成本變數而

言，制度環境變數與國際化經驗變數明顯顯著影響日本企業的股權策略。根據實

證結果指出，在國際化經驗變數中，日本企業擁有越多經驗在地主國與國際市場

時，偏好採用擁有較高股權的策略；在制度環境變數中，限制海外企業持有當地

股權程度越高，表示企業只能以較低的股權持有程度進入市場；地主國對於智慧

財產權的相關法令規章規定越嚴格，企業越容易採用更高的股權持有策略。 

  Delios and Henisz(2000)以 660 家日本製造商為樣本，研究企業在新興市場的

子公司股權策略。他們認為企業在這些新興市場經營事業會面臨公部門徵收風險

(Public expropriation hazard)與私部門徵收風險(Private expropriation hazard)影響

企業的股權策略。他們主張企業會利用過去產業、國家、國際市場的經驗累積企

業能力，用以減低公、私部門的徵收風險，認為經驗的效果會透過間接的方式影

響企業股權的選擇。研究結果支持他們的主張，經驗(國際市場經驗與產業經驗)

皆能提供取代當地夥伴企業提供地主國與政治情況的知識，減低公部門徵收風險

的來源，有助企業股權的提升；同時，經驗(產業經驗)則能有助企業在契約的簽

訂、監督與執行並提供選擇夥伴的能力，減少企業為了避免夥伴的投機行為採取

較高的股權持有程度。 

  Chang and Rosenzweig(2001)研究相繼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在選擇進入模

式的關係，並考慮交易成本與文化環境因素，利用 50 家歐洲企業與 69 家日本企

業，共 119 家企業作為樣本。實證結果發現，企業事業群在選擇進入模式上有一

偏好，先前採用過的模式使下一次採用相同模式的機率增加，即第一次進入採併

購將會影響再次進入也是採用併購作為進入模式，第一次採用合資事業，也會影

響再次進入也採合資事業。對企業而言，第一次進入模式若採合資事業，將會提

高下次進入模式採併購的方式。 

  Guillén(2003)研究根據內部化理論檢驗經驗與模仿效果(imitation effect)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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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進入模式在公司、集團以及產業三層的影響，以 506 家南韓集團企業於 1987

年至 1995 年投資中國為樣本。在公司層級經驗方面，依據研究結果可知企業如

果先前至少有一次進入模式採合資事業，當該企業的無形資產比例越高，由於合

資事業會帶來契約風險，企業越不偏好合資事業。 

  Mani et al.(2007)研究比較交易成本與經驗對持股比例與進入模式相對影響

力，利用 858 家日本企業於 38 個國家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作為樣本。該研究將經

驗分為先前獨資經驗、地主國經驗以及產業經驗三類。實證結果發現，先前獨資

事業的經驗越多，企業再次進入越偏好採用獨資事業；地主國經驗越多會讓日本

企業偏好選擇合資事業以及較低股權持有程度；產業經驗越多讓企業偏好選擇獨

資事業以及較高股權持有程度。 

  Gao et al.(2008)研究累積的經驗如何影響多國籍企業海外子公司績效，以 81

家美國大型企業在中國投資的 245 家子公司為樣本。根據組織學習觀點，他們認

為多國籍企業在經營期間獲得的經驗，如一般進入模式(general entry)經驗、特殊

進入(specific entry)模式經驗以及出口經驗對於子公司的績效具有不同的效果。實

證研究發現，多國籍企業可以透過他們先前的進入經驗建立新能力以克服國外依

賴性的劣勢，以增進績效。其中，研究發現若將一般進入模式經驗與特殊進入模

式經驗整合為一變數，其與績效的關係為正向，但是分開檢驗時，特殊進入模式

經驗與出口經驗對子公司的績效確實有顯著的正向效果，但是一般進入模式經驗

則無。 

  Arregle et al.(2009)研究區域效果對多國籍企業海外子公司區位選擇的影

響，1996 年至 2001 年間 1076 家日本企業對海外六個區域的國家進行投資作為

樣本。他們主張企業再次進入特定地主國家的子公司數目會由企業先前於該區域

的子公司數目所決定。實證結果發現日本企業在區位的影響因素上除了國家經驗

之外，尚存在區域的效果影響日本企業的區域選擇，他們認為這是企業尋求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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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作用所產生的效果。 

  鄧秀琴(2001)以資源基礎觀點研究企業及人力資源上的國際化經驗對企業

績效的影響，海外投資有無的企業樣本共 135 家，在中國有直接投資的企業共

115 家子公司。她主張企業擁有越多的國際營運經驗，越能從國外獲得共多資源

與技能，且能建立廣大且關係良好的上下游廠商或顧客，甚至是與地主國的政治

關係。而實證結果發現，企業國際化經驗與多國企業母子公司的績效確實呈現正

相關，促進績效的提升，有海外直接投資經驗的企業要比沒有海外直接投資經驗

企業的績效要來得好。 

  吳讚庭(2003)以 Delios and Beamish(1999)的架構，研究交易成本、制度環境

與國際化經驗對於進入模式與績效的關係，以 52 家台灣製造業廠商作為樣本。

他主張當企業的國際營運經驗越豐富，代表企業越能承擔經營風險與較佳的國際

經營管理的能力，因此較傾向高股群或獨資的經營方式進入國際市場。而實證結

果發現，台灣製造業廠商的國際營運經驗越多，越偏好採用獨資事業做為海外進

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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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相關研究彙整總表 

作者 研究目的 樣本 經驗的定義 研究發現 

Erramilli 

(1991) 

國際化經驗對企

業選擇海外市場

與進入模式影響。 

151 家美國

服 務 業 廠

商。 

國際化經驗 

廠商先前進軍國際累

積的年數。 

企業選擇市場的結果

影響到企業在股權進

入模式的選擇上呈現

U 字型的關係。 

Hennart 

(1991) 

交易成本理論對

企業選擇海外製

造子公司的股權

持有程度的影響。 

至美國投資

的 158 家日

本企業製造

子公司。 

地主國經驗 

日本母企業第一次至

美國設立子公司開始

累積的年數作為指標。 

當地主國經驗難以取

得(高交易成本)，日本

企業會選擇獨資事業

作為進入模式。 

Agarwal & 

Ramaswami 

(1992) 

研 究 所 有 權 優

勢、區位優勢以及

內部化優勢之間

的交互作用對於

企業海外進入模

式的影響。 

97 家 美 國

裝備租賃業

公司。 

企業多國籍經驗 

國際事業賺取的利潤

佔全部利潤的比例。 

三種優勢的交互作用

將顯著影響企業進入

模式的選擇。當公司

規模越大與多國籍經

驗越多時，在區域優

勢不高下，會選擇合

資事業或獨資事業。 

Delios & 

Beamish 

(1999) 

影響企業海外進

入模式的因素。 

投資東亞及

東南亞，共

1424 家 日

本企業。 

地主國經驗 

特定地主國設立海外

子公司經營年度總合。 

國際化經驗 

海外直接投資的個數。 

日本企業擁有越多經

驗在地主國與國際市

場時，會採用擁有較

高股權的策略。 

Delios & 

Henisz 

(2000) 

企業在新興市場

的子公司股權策

略。 

660 家日本

製造商。 

地主國經驗 

企業在特定地主國設

立海外子公司的經營

年度總合。 

經驗有效減低公私部

門徵收風險，進而影

響企業的股權策略。 

Chang & 

Rosenzweig 

(2001) 

研究相繼企業海

外直接投資之間

在選擇進入模式

的關係。 

50 家 歐 洲

企 業 與 69

家 日 本 企

業。 

第一次先前進入經驗 

利用四組虛擬變數，分

別為首次企業併購、首

次企業合資、首次企業

事業群併購與首次企

業事業群合資。 

企業事業群在選擇進

入模式上有一偏好，

先前採用過的模式使

下一次採用相同模式

的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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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目的 樣本 經驗的定義 研究發現 

Guillén 

(2003) 

檢驗經驗與模仿

效果對海外進入

模式在公司、集團

與產業層級的影

響。 

投資中國的

506 家南韓

集團企業。 

先前模式經驗 

特定子公司進入時，分

別計算先前企業成立

獨資與合資的個數。 

 

若企業先前至少有一

次進入模式採合資事

業，當企業無形資產

比例越高，企業越不

會選擇合資事業。 

Mani et al. 

(2007) 

比較交易成本與

經驗對持股比例

與進入模式相對

影響力。 

858 家日本

企業。 

地主國經驗 

產業經驗 

以先前企業在特定地

主國、產業設立的子公

司個數。 

獨資經驗 

企業先前設立獨資子

公司的個數。 

先前獨資事業的經驗

越多，企業再次進入

越會採用獨資事業；

地主國經驗越多會讓

日本企業偏好選擇合

資事業；產業經驗越

多則讓企業越會選擇

獨資事業。 

Gao et al. 

(2008) 

研究累積的經驗

如何影響多國籍

企業海外子公司

績效。 

在中國投資

的 81 家美

國 大 型 企

業。 

一般模式進入經驗 

全部進入經驗的個數。 

特定模式進入經驗 

特定進入經驗的個數。 

企業可以透過先前的

進入經驗建立能力以

克服國外依賴性，增

進績效。 

Arregle et 

al. 

(2009) 

研究區域效果對

多國籍企業海外

子公司區位選擇

的影響。 

1076 家 日

本企業。 

地主國經驗 

特定地主國設立海外

子公司的經營年度總

合。 

國際化經驗 

企業先前投資各國各

子公司累積的年份。 

日本企業在區位的影

響因素上除了國家經

驗之外，尚存在區域

的效果影響日本企業

的區域選擇。 

鄧秀琴 

(2001) 

以資源基礎觀點

研究企業國際化

經驗對企業績效

的影響。 

海外投資有

無的企業樣

本 共 135

家，在中國

直接投資的

企業共 115

家子公司。 

國際化經驗 

企業當時現有海外直

接投資的地區數與子

公司總數。 

企業國際化經驗與多

國企業母子公司的績

效確實呈現正相關，

促進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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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目的 樣本 經驗的定義 研究發現 

吳讚庭 

(2003) 

研究交易成本、制

度環境與國際化

經驗對於進入模

式與績效的關係。 

 

52 家 台 灣

製 造 業 廠

商。 

國際營運經驗 

以三種國際化經驗所

構成：外銷比、海外投

資年數與投資國家數。 

台灣製造業廠商的國

際營運經驗越多，越

會採用獨資事業做為

海外進入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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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過去與經驗相關的研究，鮮少將企業的國際經驗加以分類，只是做為一內部

化理論或是組織能力觀點下的變數之一，然而本研究將過去文獻整理後發現兩個

重點：其一，過去的文獻中，有時僅將企業的國際經驗僅用一種指標做為研究變

數，該指標所代表的意義可能遠多於這些變數所欲觀察的現象，換言之，如

Erramilli(1991)所採用國際化經驗的指標，以廠商先前進軍國際累積的年數做為

指標時，國際經營的年數可能包含了廠商在特定國家的經營年數以及在特定區域

的經營年數，但由於在這些區域或國家經營時所獲得的知識與在國際市場上所獲

得的經驗知識，對於企業海外進入模式所造成的影響不一定會相同，正因為單純

研究某一種經驗可能只會檢驗出所有經驗的總和效果，而非單純某一種經驗的效

果。可能因為如此，過去對於企業國際經驗的研究並沒有一致的解答，所以本研

究將把國際化經驗與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分開，除了確立地主國經驗與區域經

驗的效果之外，更可獨立出國際化經驗的效果。 

  其二，過去研究中，並無主要針對區域經驗與進入模式之間關係的研究，除

了 Arregle et al.(2009)的研究證實對於企業的區位選擇，區域效果獨立於地主國

效果之上。這項研究結果提供研究一個新的思考方向，提供在國際化經驗與地主

國經驗之間對於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新效果，這也是本研究所欲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