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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樣本來源與研究對象 

 

 本論文目的在探討台灣集團企業的國際化程度，因此研究對象為中華徵信所

發行之《台灣地區企業集團研究》內所記錄之所有台灣集團，並且本論文所有資

料皆從此書整理計算而得。 

 由於《台灣地區企業集團研究》在 2002 年版開始對集團公司的記載相較先

前版本在資料上有許多的新增，因此為了顧及資料的一致性，本論文採取 2002

年版本的資料作為自變數，並以四年為間隔，去解釋 2006 年之應變數。因此研

究對象更限縮至在 2002 年版本和 2006 年版本中同時存在之集團。而 2002 年

版本所提供的資料是 2000 年的實際資料，共記錄 245 間集團企業，2006 年版

本所提供資料事實上是 2004 年的資料，共記錄 250 間企業。 

 因為本論文企圖了解國內集團總括性國際化程度的影響要素，因此對象涵蓋

所有產業，不侷限在特定產業。 

 以此期間作為研究對象的好處在於這四年之間外部環境的變動不算激烈，影

響東亞各國的亞洲金融風暴已經結束，台灣也從 921 大地震的災難中回復，因

此這段研究區間所受到的雜訊相對較低。 

另外本論文對於樣本之篩選過程如下： 

第一步驟：比對 2002 年版本中之 245 個集團和 2006 年版本中 250 個集團，同

時存在之集團有 150 家。 

第二步驟：把實際集團成立日期在 2001 年之集團剔除，因為《台灣地區企業集

團研究》所記錄之財務資料都是往前推兩年之資料，而 2001 年因為金融改革造

成金控集團之正式成立，但是其實主要公司早已存在，因此在 2002 年版本中仍

有記載。此階段剔除日盛、新光、玉山等金控集團共 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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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驟：由於有些集團在這四年中有發生併購或獨立，會干擾到資料前後的一

致性，故從樣本中剔除。此階段剔除力霸(東森集團獨立)、宏碁(明碁集團獨立)

等 7 家。 

第四步驟：由於變數選擇之關係，少部分產業成長之資料有所缺漏，例如鋼鐵擠

型業，因此需要剔除無產業成長資料之集團共 10 家。 

最後剩下 126 家集團，即為本論文之研究樣本。 

 另外，因為本論文所回顧到的國際化定義指出，國際化應該包含實質的海外

營運，因此若集團中有為了避稅而成立的海外空殼公司，因為沒有實際營運，只

有資金與盈餘調度之功能，此資料不予以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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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定義 

 

1.依變數 

 

國際化程度 

定義：企業在海外的營業活動相較於在本國營業活動的涉入程度。 

衡量方式： 

 Nunnally(1978)建議國際化衡量方式應包含(1)績效(performance)屬性，顯

示海外經營績效，實際操作指標包括海外銷售總額占企業總銷售額、出口占企業

銷售總額、海外利潤占企業總利潤等；(2)結構(structural)屬性，顯示海外的資

產數量，指標包括海外資產占企業總資產，海外子公司數占企業總公司數；(3)

態度(attitudinal)屬性，代表國際適應能力，指標像是高階經理人的國際化經驗

年數、企業國際據點之分散程度。而本研究以Dunning 1985; Daniels, & Beanish & 

daCosta 1984; Daniels & Bracker 1989; Geringer, Tallman & Olsen 2000;高淑萍

2002等多位學者所優先使用的海外銷售總額占企業總銷售額FSTS判斷集團國際

化績效之程度： 

FSTA=
海外子公司營收

集團總營收
 

 唯此指標只能代表績效的面向，以致於有衡量上的偏差，因此有學者提出綜

合衡量指標，而本論文也將以綜合衡量指標為主，FSTS 作為模型檢查的輔助指

標。Sullivan(1994)認為最適合之國際化程度DOI衡量方式應涵蓋上述三個屬性，

以避免偏誤，因此提出衡量國際化之方程式由下列五項指標線性組成：海外營業

收入佔總營業收入的百分比(FSTS)、海外資產占總資產比(FATA)、海外子公司數

目佔公司所有子公司總數的百分比(OSTS)、高階經理人的國際經驗(TMIE)、國際

營運領域心理距離的分佈(PDIO)；其中國際營運領域心理距離的分佈(PDIO)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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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en & Shenka(1986)所提出的全球十個心理區域來劃分。 

DOI=FSTS+FATA+OSTS+TMIE+PDIO 

0≦DOI≦5 

 不過由於高階經理人的國際經驗是用海外出差天數衡量，使得資料難以取得，

Sanders & Carpenter (1998)所採用之綜合指標就在績效、結構、態度屬性中只各

選取一項，而剩下 FSTS、FATA、TMIE 三者的組合，如此就避免了 PDIO 難以取

得的限制；在台灣，吳孟玲(1997)與江立雯(2000)之衡量方式只是把前者之 FATA

換成 OSTS，同樣也是涵蓋了上述三項指標，其公式如下。並且本論文決定依循

吳孟玲所採用的 DIO。 

DOI=FSTS+OSTS+PDIO 

0≦DOI≦3 

 其中三項指標都介於 0 到 1 之間，因此 DOI 的分數介於 0 到 3 之間，值越

高代表該集團國際化程度越高，3 代表企業完全的涉入國際化，0 分則代表完全

沒有涉入國際化。 

 

2.獨立變數 

 

多角化程度 

定義：企業在經營不同產品市場的分散程度。 

衡量方式： 

 對於不同產品，在國際上一般常用 SIC 碼分辨，也就是用不同的 SIC 碼來代

表不同的產品，依產品分類的精細程度可分為 2、3、4 碼，基本上 2 碼分類是

區分產業，4 碼則是區分了同產業下的不同區隔市場，而其編碼所得到的產品數

目就是最早被使用的多角化程度衡量方式。但由於產品數目是一粗略的衡量方式，

無法判斷不同產品在一企業裡是否同等重要，因此 Jacquemin & Berry(1979)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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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碼依照營收比重加權，並且以熱力學的定理設計出多角化的 Entropy 值，如

此可以解決只依數目來衡量而無法呈現分布狀況的缺失。 

Entropy 值的計算公式如下： 

DIV =  Pi ∙ ln(1/Pi)
n
i=1     

其中 Pi：集團在產業 i 的銷售比例。 

而本研究嘗試分別以 SIC 和 Entropy 值做為替代變數來衡量多角化之程度，其中

對 SIC 個數取自然對數。 

DIV1 = ln(SIC產業 2碼數目) 

DIV2 =多角化 Entropy值(4碼) 

國際營運經驗 

定義：企業在海外投資之累積經驗。 

衡量方式： 

 國際化經驗過去學者使用了海外營運年數(Delios & Beamish 2001)以及高

階主管外派經驗年數(Daily, Certo & Dalton 2000)來做衡量。  

 因為採用高階主管外派經驗年數之資料不易取得，因此本論文選擇企業創始

國際化年齡作為變數，以 2000 年為基準扣除掉集團初次在海外投資的年分而得

(Gatignon & Anderson 1988; Autio, Sapienza & Almeida 2000)，並對其值取自然

對數。 

Exp=ln(2000-初次海外投資年分) 

獲利能力 

定義：企業創造利潤之能力。 

衡量方式： 

 代表獲利能力的財務比率很多，包括毛利率(Gross Magin)、純益率(ROS)、

資產報酬率(ROA)、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等。股東報酬率完全是以股東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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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企業替股東所賺得的利潤，而資產報酬率則是代表企業在運用資源創造利潤

的能力；另外毛利率與純益率代表了其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不過毛利率的資料

較不容易取得，且忽略了管銷相關費用的支出，純益率則是考慮了生產成本與管

銷成本後，得出營收中真正成為利潤的比例。而本研究決定以資產報酬率與純益

率做為獲利能力之替代變數。 

獲利能力 1 ROA =
稅後息前純益

資產總額
 

獲利能力 2 ROS =
稅後純益

營業收入總額
 

產業成長與獲利能力之交互作用 

定義：企業在產業環境中之成長-獲利能力狀態。 

衡量方式： 

 此一變數為產業成長與獲利能力之指標相乘而得，而獲利能力之指標如上述

說明，本論文分別採取 ROA 與純益率兩種衡量指標，而產業成長的衡量為該產

業在台灣的年度成長率。 

 

3.控制變數 

 

產業 

定義：區分電子業與非電子業。 

衡量方式： 

 以集團之核心企業所在產業別判斷是否為電子產業做為虛擬變數，若是電子

業則變數之值為 1，反之為 0。 

 大量研發投入的產業，相較於其他產業，可能需要經由國際化來擴大市場，

以提升其無形資產的使用率，也可看作是藉國際化分攤企業之研發費用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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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es 1982; Kamien & Schwartz 1982)，而電子業特有特別高的研發投入，有國

際化之動機。就產業發展的歷史來看，電子業公司多以 OEM、ODM 方式營運，

與國外之公司來往密切，另外也因為技術取得之需要，會與國外公司常有契約合

作關係，在頻繁接觸下，因此可能有較高的國際視野，或是因為主要客戶都在海

外，而更有海外投資的動機，故此本論文加入此一控制變數。 

家族企業 

定義：區分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 

衡量方式： 

 家族企業之衡量通常以公司所有權是否有過半數是集中在同一家族成員來

衡量，具體作法可以看家族成員是否在集團內過半數公司中擔任董事長(Graves 

and Thomas 2006)。變數以虛擬變數呈現，若是家族企業則變數之值為 1，反之

為 0。 

 家族企業為了確保控制權以及管理權的掌握，是比較少將高階主管的職權外

放給非家族成員的，如此會造成人才來源的限制；在企業進行國際化過程中會需

要專業人才的投入，在家族企業底下就會有人才的不足的狀況，因此推論一集團

若為家族企業，則國際化程度應該較低。 

政府持股 

定義：區分有政府持股公司之集團與沒有政府持股公司之集團。 

衡量方式： 

 在台灣，政府持股通常以五種方式來達成，包括非營業基金、營業基金、信

託基金、公股行庫、四大基金。一般而言，是否有足夠控制權的分界普遍以 5%

為準，因此我們在此定義政府持股超過 5%則為政府持股公司，反之若低於 5%

則不算作政府持股公司。另外因為股權資料只能由公開說明書取得，因此本論文

只能判斷集團內之上市公司是否為政府持股公司，若是集團內有一個以上的上市

公司為政府持股公司，則視為有政府持股公司之集團。而此變數也是以虛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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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呈現，有政府持股公司之集團為 1，反之為 0。 

 我們可就主動與被動兩個方面來看待政府持股對國際化的影響。主動效果：

政府所持有股份的公司，都有一定程度的政商關係，這樣的關係在國內就會成為

企業的幫助，但是也會限制住企業的某些行動，因為政府會希望友好企業配合政

府政策，特別是當政府持股達一定比重有一定控制權，更是可能影響到公司決策

的自由，在加上台灣政府對於企業國際化的政策較為保守，對於企業投資中國的

限制更是小心。被動影響：因為好的政商關係會幫助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經營，包

括官說能力、取得特定資源的能力、防止競爭的能力，都會使得企業在國內有很

好的生存空間，也因此可能使企業不會將野心擴及到國外無人保護與競爭激烈的

市場。因此政府持股，對於公司的國際化程度應是反向影響。 

產業成長 

定義：核心產業的成長狀況 

衡量方式： 

 即該產業在台灣 2000 年年度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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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整理了本論文所採用之變數與操作的方式，以及參考的學者： 

表 4-1 變數操作與參考文獻 

變數 操作 參考學者 

國際化程度 

DOI FSTS+OSTS+PDIO 
吳孟玲 1997 

江立雯 2000 

FSTS 
海外子公司營收

集團總營收
 

Buckley, Dunning & Pearce 1977 

Daniels, Beanish & daCosta 1984 

Dunning 1985 等 

多角化程度 

DIV1 ln(SIC 產業 2 碼數目)  

DIV2  Pi ∙ ln(1/Pi)

n

i=1

 Jacquemin & Berry 1979 

國際營運經驗 Exp 
ln(2000-初次海外投

資年份) 

Gatignon & Anderson 1988 

Autio, Sapienza & Almeida 2000 

獲利能力 

ROA 
稅後息前純益

資產總額
 

Grant 1987 

Lu & Beamish 2001 

Ahmed 1998 

ROS 
稅後純益

營業收入總額
 

Grant 1987 

Contractor, Kundu & Hsu 2003 

產業成長率 
集團核心產業在台灣

的年度成長率 
 

產業 
電子與非電子業虛擬

變數 
 

家族 
家族與非家族集團虛

擬變數 
 

政府持股 
政府持股達 5%與未

達 5%之虛擬變數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第三節  模型 

 本論文所採用的模型即 OLS 迴歸，使用之統計軟體為 SPSS 第 1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