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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敘述統計 

 

 本論文研究為年度研究，依變數資料選為 2004 年，而自變數資料選為 2000

年，利用時間差距，企圖探討因果關係之可能。 

以表 5-1 表列各變數之敘述統計： 

表 5-1 變數之敘述統計 

   帄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依變數 國際化 DOI 1.066 0.5502 0 2.1861 

  FSTS(%) 28.9623 24.2019 0 89.3586 

獨立變

數 

多角化 SIC 數目 8.7941 6.5919 1 36 

 Entropy(4 碼) 1.6012 1.3416 0 3.2191 

 經驗 海外投資年數 10.1838 7.3648 0 38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5.1547 6.9917 -15.87 27.18 

  純益率(%) 5.9377 9.5654 -18.85 34 

 環境 產業成長(%) 23.1681 42.1454 -77.48 145.04 

控制變  家族企業 0.64 0.482 0 1 

數  產業 0.36 0.482 0 1 

  政府持股 0.15 0.355 0 1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就敘述統計，我們可以發現，台灣集團企業的國際化，以績效指標 FSTS 來

看，帄均有 29%，而 FSTS 從 0%到最高 89%，可見有完全不國際化的集團，也

有國際化程度很高的集團，而標準差也很高，代表集團間國際化差異相當大；以

綜合指標衡量，值應介於 0-3，結果與前項指標類似，可清楚發現，最大值有到

2.2，也有國際化程度為 0 的集團。台灣在 2004 年還沒有國際化的集團之中，包

括了建築投資業的遠雄集團，貿易業的順益集團等等，以及中纖等等。 

 因為本論文有採用產業成長與獲利能力之交互作用的項目，而兩者的值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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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負值，為了避免正正相乘得正與負負相乘得正兩者混淆不清的問題，本作者

檢查了所有樣本資料，發現資料中沒有產業成長與獲利能力兩者同時為負值的狀

況，因此可排除混淆的可能性。 

表 5-2 中整理出兩個國際化程度指標最高的前十名： 

表 5-2 台灣集團國際化程度排名前 10 名 

排名 
 

FATA(%) 
 

DOI 

1 台一國際 89.36 精英電腦 2.19 

2 陞技電腦 84.48 巨大機械工業 2.16 

3 雅新實業 84.26 大眾電腦 2.08 

4 寶成工業 82.93 陞技電腦 2.03 

5 復盛 71.98 光寶 1.95 

6 精英電腦 70.38 豐泰企業 1.92 

7 憶聲電子 69.02 台一國際 1.88 

8 巨大機械工業 67.46 鴻海 1.86 

9 巨擘科技 67.43 研華 1.85 

10 大眾電腦 67.36 復盛 1.84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我們可以看到單一屬性指標 FSTS 與綜合指標 DOI 同樣在前十名的集團重複

頗高，兩指標有很高的相關性。而且從名單中很容易發現除了豐泰、寶成是鞋類

業，巨大機械是自行車業、台一國際是電線電纜業之外，剩餘名單之核心產業都

是科技業，例如大眾電腦、鴻海、光寶等等都是電腦或組件製造業。 

 在 2000 年多角化的部分，就營業項目的個數來看，統一集團是最多的，橫

跨達 36 種產業，其次是遠東集團，跨了 28 個產業；而沒有多角化的集團，包

括亞洲光學和微星科技等等。 

 國際化的經驗，台灣集團帄均在 1990 年開始，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有其相關，

最早開始國際化的集團為遠東，而大榮貨運等集團等在 2000 年以後才開始進入

國際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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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分析 

 

 本論文以 OLS 迴歸分析變數間關係，故需要先了解變數之間的相關情形，

在排除有共線性可能之後才進行迴歸分析。 

 表 5-3 可看出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其中相關係數較高的幾個是同一個概念的

替代變數，所以問題不大，但其中也有相關性較高的例如資產報酬率與多角化的

替代變數都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不過在迴歸分析時檢定共線性的狀況，發現 VIF

值都小於 3，因此仍可以進行迴歸分析，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表 5-3 各變數相關分析表 

 
 

a b 1 2 3 4 5 6 7 8 9 

a DOI 1  
         

b FSTA .826** 1 
         

1 SIC 數目 -.235** -.245** 1 
        

2 Entropy(4 碼) -.217* -.174* .32** 1 
       

3 海外投資年數 .539** .397** .099 .127 1 
      

4 資產報酬率 .379** .177* -.293** -.221** .132 1 
     

5 純益率 .266** .127 -.222** -.185* .191* .769** 1 
    

6 產業成長率 -.108 -.157 .019 -.023 -.001 .055 .256** 1 
   

7 家族企業 -.063 .03 -.171* -.04 -.04 -.062 -.075 -.174 1 
  

8 產業 .488** .349** -.234** -.241** .165 .447** .3** .043 .085 1 
 

9 政府持股 -.139 -.215* .212* .057 .064 -.008 .008 .109 -.164 -.095 1 

(N=126。**表示相關係數在 0.01 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相關係數在 0.05 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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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 

 

1. 國際化綜合指標 

 

 表 5-4 是以國際化綜合指標 DOI 作為依變數所得到的迴歸結果。此處 4 個

model 都是在相同的假設下所做的迴歸，唯在多角化和獲利能力兩個指標上各使

用了 2 個替代變數，因此總共有 4 組 model。 

表 5-4 國際化綜合指標 DOI 迴歸結果 

 
 

Model1-1 Model1-2 Model1-3 Model1-4 

依變數 DOI 

 常數項 0.666*** 0.684*** 0.587*** 0.598*** 

多角化 ln(SIC 數目) -0.143*** 
 

-0.12** 
 

Entropy(4 碼) 
 

-0.17*** 
 

-0.164*** 

經驗 ln(海外投資年數) 0.307*** 0.319*** 0.313*** 0.329*** 

 純益率(%) 0.013** 0.012** 
  

 產業成長×純益率(%) -0.02** -0.019** 
  

 資產報酬率(%) 
  

0.018*** 0.02*** 

 產業成長×資產報酬率(%) 
  

-0.03* -0.034* 

控制變

數 

家族企業 dummy -0.169** -0.176** -0.165** -0.177** 

產業 dummy 0.427*** 0.391*** 0.411*** 0.369*** 

政府持股 dummy -0.17* -0.182* -0.155 -0.162* 

 產業成長率 0 0 0 0 

 F 18.661*** 19.327*** 18.719*** 20.067*** 

 R-square 0.561 0.569 0.561 0.578 

 adj-R 0.531 0.54 0.531 0.55 

(***表示在 0.01 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在 0.05 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在 0.1 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此 4 條迴歸模型的 F 值都相當顯著，代表迴歸模型有足夠意義。並且 R2 達

到了 56%以上，自變數對於綜合國際化程度之變異可以解釋超過 56%，算是相

當高，且無論多角化的替代變數和獲利能力的替代變數如何組合，R2 都是相當

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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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變數實證結果 

(a)多角化 

    本論文在多角化的 2 個替代變數 SIC 個數、Entropy(4 碼)在模型裡都是

相當顯著的，p 值都在 0.01 左右，兩變數沒有很大的差異，代表無論是否考

慮了營收在各產品之間的分布狀況，只要是多角化都是會影響國際化程度。 

    在影響方向上，多角化對於未來的國際化是有負向關係，可見台灣集團

在資源有限情況，也是決策者的策略選擇上，一旦決定了國內的產品多角化，

將資源放置在多角產品的經營上，則對於國際化的經營便會不那麼重視，也

可能是產品的經營者不願意將資源分配到國外，造成包括態度上不偏好國際

版圖擴張、資源沒有被分配到國外以及沒有好的國外營運績效；相反的，若

是企業一開始就不進行產品多角化，則在往後會有較多空間將資源移往國外，

進行國際化經營，而使得績效、資源與態度指標的加總有較高的分數，此國

際化與多角化之關係與 Wiersema & Bowen(2008)對於美國製造業的實證結

果相同。 

(b)國際經驗 

    以國外投資年數來做為國際經驗的變數，在迴歸中相當的顯著，p 值幾

乎為 0，並且是正向的關係，代表越早國際化的集團，因為獲得了國際化的

經驗性知識，而成為其往後國際化的驅動力，加快國際化的進行。國際營運

經驗對於綜合國際化程度 DOI 的三個屬性應該都是正向影響，不管是更願意

在國際營運上投入，或是國際化的地理分佈上越來越廣泛，海外經營的重要

性隨之增加。此結果也與過去學者看法相同。因此支持了假設二。 

(c)獲利能力 

    本論文使用了純益率與資產報酬率作為獲利能力的替代變數，而兩個替

代變數的解釋力在統計上都相當顯著，純益率的 p 值略高於 0.01，而資產報

酬率的 p 值小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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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利能力是正向影響國際化程度，可見集團在賺錢的情況下會願意嘗試

國際化，造成了不只是海外營收比重高，也包括會投資更多海外事業、且在

國際化的態度也會比較正面；相反的，若是財務績效不好的公司，較不會去

考慮國際化，而是將資源保留在國內，在國際化的態度上也會比較保守，綜

合來看，獲利能力較差的集團在國際化的績效、資源、和態度三個屬性上都

表現的較獲利能力佳的集團來的差。 

(d)產業成長與獲利能力之交互作用 

    此變數的獲利能力指標與前一變數相同，使用了兩個替代變數，而此交

互作用在迴歸式中的解釋力還算顯著的，純益率與市場成長的交互作用在 5%

顯著水準下顯著，資產報酬率與產業成長的交互作用在放寬顯著水準到 10%

下才顯著。 

    而其影響方向為反向，可分為四種情形討論： 

(1) 獲利能力好且國內產業有很好的前景，會選擇以國內市場為主，因此

在海外公司數目或地域的擴張會暫緩，而海外營運也較少投注心力，

整體而言不太進行國際化的考慮。 

(2) 獲利好而產業成長前景不佳，則還是會考慮國際化擴張，可能是為了

延伸既有經營能力到海外市場。 

(3) 獲利不好的公司，再遇到產業前景不好，很可能會因為國內難以生存

而選擇國際化，而不是封閉在國內坐以待斃，在這四種狀況下有最高

的國際化動機，國際化目的可能是為了取得海外資源以及市場以逃避

國內競爭與成長狀況都不佳的情形。 

(4) 獲利不好卻因為產業前景不錯，會試圖與國內同業競爭，以取得更高

的國內市場占有率邁向明星產業，同時可能會考慮國際化以取得海外

資源，以彌補國內競爭的弱勢，藉著海外資源得到獲利上的幫助。 

小結：從以上四點可以看出就國際化的綜合指標 DOI 上，本論文提出之四點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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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皆獲得支持。 

 

控制變數實證結果 

(a)家族集團 

    在這 4 個模型中，家族企業對於 DOI 都具有足夠解釋能力，都在 5%顯

著水準下顯著，且是反向關係。明顯可看到家族集團在國際化上是比較不具

有意願或能力的，導致可能不太建立海外公司，或是海外的布局都是選擇在

文化類似，較容易適應的地區等等；而非家族集團因為較有用人與用錢的靈

活性，所以在海外布局會比較大膽，可能積極設立海外公司，並且選擇進入

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以得到最大的市場和規模經濟。 

(b)產業 

    將產業分為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對於國際化綜合指標有很高的解釋能力，

其 p 值趨近 0，為正向關係，代表確實電子業相較於非電子業整體上會有較

高的國際化傾向，可能與產業的發展背景有關，也可能因為電子業的需求和

非電子業的國內外需求結構本來就不同。 

(c)政府持股 

    政府持股此變數大致上能在 10%顯著水準下具有解釋能力，不過在模型

1-3之中不夠顯著，代表政府持股對於集團整體國際化仍是有其一定影響力，

限制了企業往海外發展的自由，但並非絕對。 

(d)產業成長 

    產業成長在此階段模型中沒有解釋能力，代表此變數無法直接影響台灣

集團的國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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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績效指標 FSTS 

 

 表 5-5 是以國際化績效指標 FSTS 作為依變數，相同自變數迴歸所得到的回

歸結果，共有 4 組 model。此階段的模型是為了檢視在使用了不同的國際化程度

衡量變數之情形下，原有假設是否同樣被支持。 

表 5-5 國際化績效指標 FSTS 迴歸結果 

 
 

Model2-1 Model2-2 Model2-3 Model2-4 

依變數 FSTS(%) 

 常數項 19.362*** 16.367** 17.803** 15.5** 

多角化 ln(SIC 數目) -6.273*** 
 

-6.091** 
 

Entropy(4 碼) 
 

-6.564** 
 

-6.451** 

經驗 ln(海外投資年數) 10.93*** 11.186*** 11.37*** 11.828*** 

 純益率(%) 0.456* 0.471* 
  

 產業成長×純益率(%) -0.961** -0.917** 
  

 資產報酬率(%) 
  

0.438 0.536* 

 產業成長×資產報酬率

(%)   
-1.956** -2.138** 

控制變

數 

家族企業 dummy -4.654 -4.652 -5.302 -5.489 

產業 dummy 12.568*** 11.584*** 14.421*** 13.03*** 

政府持股 dummy -13.569*** -14.489*** -12.461** -13.282** 

 產業成長率 -0.025 -0.034 -0.025 -0.022 

 F 9.484*** 9.753*** 9.501*** 9.448*** 

 R-square 0.393 0.4 0.394 0.392 

 adj-R 0.352 0.359 0.352 0.351 

(***表示在 0.01 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在 0.05 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在 0.1 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首先在 F 值上，我們可以看到此 4 條迴歸模型都相當顯著，代表迴歸模型有

足夠意義。由 R2 可見模型的變數已經解釋了依變數的約 40%變異，且無論多角

化的替代變數和獲利能力的替代變數如何組合，R2 都是相當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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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變數實證結果 

(a)多角化 

    此階段結果與前者類似，也就是不論是用 Entropy 或是多角化個數，多

角化對於國際化是顯著負面影響，代表假設一不論在只考慮績效指標或是綜

合指標下都是被支持的。 

(b)國際經驗 

    國際經驗在迴歸中相當的顯著，p 值幾乎為 0，並且是正向的關係，與

前一階段結果相同，代表一旦有國際化經驗，國際化的歷程會持續，以至於

海外營運對於集團的績效有較高的貢獻。國際化經驗不只幫助企業未來的國

際投入更容易，也會促進國際營運的績效。 

(c)獲利能力 

    本論文使用的兩個獲利能力替代變數的解釋力在顯著水準放寬到 0.1 時

幾乎都顯著，只有模型 2-3 中資產報酬率 ROA 的 p 值略高於 0.1，在統計上

不顯著，代表企業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純益率)比貣運用資產的能力(資產報

酬率)是較可以解釋集團國際化的績效。無論如何，此結果與前一階段也類似，

就是獲利能力會影響國際化程度。  

(d)產業成長與獲利能力之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在迴歸式中的解釋力是相當顯著的，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都是

顯著，另外，其影響方向為反向。因此也與前一階段之結果相同，產業成長

會使得獲利能力對於國際化程度的影響方向改變，與假設四吻合。 

 

小結：從以上四點可以看出就國際化的績效指標 FSTS 上，本論文提出之四點假

設皆被支持，而且與國際化綜合指標的模型之結果相同，代表四個假設確實是可

以受檢驗的，不會受到不同替代變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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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數實證結果 

(a) 家族集團 

     在這 4 個模型中，家族企業對於國際化程度的績效屬性不具有足夠解釋

能力，其 p 值介於 0.1 到 0.25 之間，是反向不顯著的關係，與綜合國際化指

標結果是反向顯著關係不完全同，差別可能是在於家族企業也是會進行國際

化，而且海外營收也算是相當重要，只是在國際化的資源和態度屬性上比貣

非家族企業才有較明顯差異。 

(b)產業 

    若是將產業分為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則有很高的解釋能力，其 p 值在

0.001 到 0.01 之間，通過 1%的顯著水準，為正向關係，也與前一階段相同。 

(c)政府持股 

    實證結果可看出政府持股皆可在 5%顯著水準下具有解釋能力，且是反

向影響，較前者更顯著，也說明了政府的力量會導致政府持股之公司對於國

際化的牽制，可能是包括主動的限制其國際化，與被動給予其在國內獨特性

的生存空間而不熱衷國際化兩方面，不過政府對於海外投資績效比較有影響，

卻可能比較無法影響高階管理者對於國際化的態度或是集團實質的資源分

配。 

(d)產業成長 

    從表中可以看到產業成長幾乎沒有解釋能力，可能因為產業成長與集團

獲利的交互作用已經解釋了對國際化程度的影響。因此市場成長狀況會使得

集團獲利能力與國際化的關係轉向，卻無法直接影響台灣集團的國際化程

度。 

 

小結：從控制變數的結果也可以看到，雖然對不同的國際化程度衡量指標會有不

同的顯著程度，但差異不大，在方向上也都是相當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