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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市場銷售廣度及企業內部資源導向予以定義企業之國際化，以之

建構企業國際化程度衡量指標，進而探討企業國際化構面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關

係，並探討亞洲金融風暴是否造成企業國際化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產生結構性

變化，冀期作為企業從事國際化活動之參考依據。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

民國 85年至民國 88年之追蹤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當企業面臨

巨大的國際衝擊時，企業於全球銷售市場銷售廣度越高，則會顯著的緩和企業

所受到的衝擊；高階主管之國際化經驗在企業面臨劇烈且全球性的國際衝擊

時，較易彰顯出其價值，而員工之國際化能力較可能自小區域的市場變動中貢

獻其功能；此外，負債比率之增加，的確會降低企業之營運績效，亦即台灣企

業之負債比率似有過高之虞，不過亞洲金融風暴似乎未增加負債比率對企業之

營運風險。 

關鍵詞：國際化，經營績效，銷售廣度，亞洲金融風暴。 

ABSTRACT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markets and internalization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We collect a panel data set for the period 1996 to 1999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firms’ performance has a structural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ket 

breath of sal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top managers can effectively ease the impact 

resul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hock;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training of staffs can only 

contribute to a stable environment.  Besides, debt ratios increase business risks, leading to 

decline in operating performance, whil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burden of debt ratios on performan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perating performance, market breadth of sales, Asian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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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企業國際化的研究領域中，大部分的學者投入較多的心力於研究和評估

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的地理分佈和影響力，且較強調跨國企業

的海外投資活動，因而形成以跨國企業之海外投資活動衡量企業國際化程度

（Johanson and Wiedersheim-Paul, 1975； Piercy, 1981）。企業尋求國際化以取

得較低成本之生產要素或降低風險、開拓市場等因素則為其主要誘因，部分學

者亦提出企業尋求國際化的動機為企業本身擁有優勢而進行國際化，當企業擁

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或區位優勢時，會採行不同的國際化方式。因此，

學者大多採用企業海外投資活動或海外子公司營運分佈狀況來衡量企業之國

際化程度。然而，若以今日企業全球化佈局的思考，顯然這樣的指標是否能達

到真正衡量企業國際化之效果，是有待商榷的。 

由目前台灣產業的發展，我們認為企業國際化不應只侷限於地理區域上的

分佈，或是針對國內有形或無形資源外移的形式，而應以較為廣泛之國際化定

義來探討今日企業之國際化。但回顧至目前為止，衡量企業國際化之相關實證

文獻，學者大多侷限於以企業海外投資作為衡量之指標，如海外子公司銷售

額、海外子公司數目、海外資產等。然而面臨全球化時代之來臨，全球商品與

勞務、資訊、技術、人力資源、資金等，都將會加速的進行流通與整合的活動，

各國企業經營勢必面臨極大的挑戰與競爭。基於這樣的趨勢，一般使用的國際

化衡量指標顯然稍嫌不足。因此，國際化之定義與衡量應有必要採取更廣泛之

觀點，才足以解釋目前產業環境下之企業國際化情形。本研究冀望藉由對於產

業現象之觀察，更進一步的尋求符合當前產業環境下之企業國際化概念，以先

前學者之研究為基礎，並以市場銷售導向及企業內部資源導向等較為完整的觀

點建構企業國際化衡量指標，進而探討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營運績效之實證

關係。 

再者，鑑於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帶給了亞洲地區相當大的震撼，亞洲金

融風暴肇始於泰國貨幣重貶，如連鎖反應般影響亞洲四小龍及四小虎（泰、印、

馬、菲），促使此一新興經濟體系受到重創，甚至影響到全球的金融市場（溫

福星、陳隆麒、及吳柏林，2000）。事實上，自 1997年迄今，由亞洲金融風暴

所帶來的奇蹟侵蝕（from miracle to meltdown），已經造成此一區域經濟嚴重衰

退（Park, 2002），台灣亦不能倖免於外，雖然在風暴伊始，台灣所受衝擊較輕，

但是在政經發展及因應作為而受影響時間較長，尤其與香港、大陸之互動發展

更是受到關注（Ciuriak, 2000; Noland, 2001）。在此同時，大陸與日本這二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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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最大經濟體未來角色之扮演更是受到矚目（Pettway, 1999）。再者，在經營

管理層面上，因應亞洲金融風暴，企業應變能力之良窳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

色(Kuo et al.,2003)。所以，台灣在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後，在國際化之進程上到

底受到多少衝擊，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議題。因此，藉由亞洲金融風暴所導引之

外在營運環境之變動，對於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是否會有結構性變化之影響，

進而對於營運績效造成影響，相當值得重視。亦即本研究擬進一步探討亞洲金

融風暴是否造成企業國際化對於經營績效產生結構性變化，以期作為企業從事

國際化活動之重要參考。 

本文之結構如下，第二節為國際化理論、國際化與企業經營績效文獻之探

討，第三節為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及研究方法，第四節為實證結果分析及討論，

第五節為本研究之結論。 

貳、文獻回顧 

企業的國際化活動一般可以定義為：「所有跨越國界之經營資源的移轉」。

這些包含天然資源、資本、勞動、技術、管理技巧以及企業家精神的跨國界之

移轉，都可稱之為企業營運活動的國際化。然而這些活動通常是透過母國企業

向外的聯繫而產生，例如進出口、資本投資、技術授權、管理合約等。Johanson 

and Wiedersheim-Paul（1975）認為，當一個企業隨著國際經營知識與經驗的

累積，對國際經營所認知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逐漸降低，加上國際經營所帶來的

銷售、利潤與市場的拓展，促使其想進一步控制經營的成果而投入更多的人

力、物力資源於國際經營，這種國際涉入程度（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的

逐步增加，就是所謂的企業的國際化。然而，綜觀上述學者對國際化之定義，

旨在強調企業向外發展之活動，而並無考慮企業內部之資源是否足以跟上企業

國際化之腳步。 

Welch and Luostarinen（1988）之國際化觀點為：「由於相對貿易與國際轉

包契約的大幅成長，企業之向外移動與向內移動緊密不可分割，向外移動的成

敗往往繫於向內移動的成果，故企業國際化乃指廠商於國際經營涉入程度的增

加的過程，而此涉入應包含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經營之增加」。這種國際化之

看法已經包括了較為廣泛的內外部資源。以下擬針對國際化理論之相關研究加

以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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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國際化的觀點多著重於跨越國界之經營資源的移轉，因此，國際化理

論是以海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為主，且多以企業國際化之動機為探討主題，如

尋求資源、降低風險、尋求市場等。而國際化理論可以從兩個觀點予以探討，

一是國家層級的相關國際貿易理論，即「比較利益理論」、Vernon（1966）的

「國際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及 Kojima（1973）的「總體投資理論」。 

另一個觀點是以市場不完全性的角度來闡釋廠商國際化的行為，即「產業

組織理論」，海外投資的廠商必須擁有超越地主國廠商的優勢，如此便可以將

這些優勢運用於於國外之生產以獲取利益；而廠商所處的市場必須是不完全競

爭市場，即廠商可能是寡佔或獨佔廠商，如此便可以利用海外投資之行為來減

少或防止競爭者的出現（Hymer, 1960）。「交易成本理論」（Teece, 1986； 

Hennart, 1987）及「內部化理論」（Hennart, 1986；Buckley, 1988）建基於交易

成本的觀點，亦即當經由市場交易的成本高於內部組織發展時，則此交易會傾

向由廠商內部自行發展，而不再是透過市場交易而獲得。「折衷理論」（Dunning, 

1988）乃是整合了組織產業理論、內部化理論及區域理論，Dunning認為廠商

進行海外附加價值活動時，須基於三個條件的滿足即擁有三種優勢：所有權優

勢、內部化的優勢及區域優勢。 

由於國際化相關理論的蓬勃發展，近十年來許多學者紛紛投入這方面的實

證研究，並期望藉由建立適切之國際化衡量指標，進而探討企業國際化與企業

績效之關係。早期學者在探討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績效關係之實證研究，多採以

單一項目之指標作為企業國際化程度衡量的依據（Vernon, 1971; Buckley et al., 

1977; Michel and Shaked, 1986; Grant, 1987;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Collins, 1990），較常使用之單一項目指標包括：海外子公司銷售佔

總銷售之比例、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例、海外子公司數。然而單一項目指標

雖然便於應用於實證研究，但仍有學者認為單一項目指標的衡量過於粗略，並

無法真正衡量出企業國際化的程度。Sullivan（1994）認為單一項目指標雖然

易於使用，但可能由於學者使用衡量指標不同而過於混雜，並無助於建立標準

的準則，亦無法說明衡量的效度。 

學者陸續提出多重項目指標，希望可以改善單一項目指標之缺失，進而增

加解釋企業國際化程度之效度。而多重項目指標之建構，早期由 Welch and 

Luostarinen（1988）提出六項變數作為衡量的依據，其中包含內部構面之人力

資源、組織結構、財務，及外部構面之營運方式、銷售目標、目標市場。Welch 

and Luostarinen所提出之六項變數，雖然開啟多重項目衡量指標之先，但其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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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為概念性之衡量指標，並無法具體量化衡量。Sullivan（1994）提出三構面

包含九項變數來衡量國際化之程度：績效層面包含海外子公司銷售佔總銷售之

比例、研發密度、廣告密度、出口銷售佔總銷售的比例、海外利潤佔總利潤之

比例；結構層面包含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例、海外子公司數佔總子公司數之

比例；態度層面包含高階主管的國際化經驗、國際營運的心理分佈。Sullivan

將九項變數以因素分析法萃取出五項因素作為國際化之衡量指標，並以指標加

總為計算國際化程度之方式。此後，學者多採用 Sullivan之指標作為衡量的依

據；如 Gomes and Ramaswamy（1999）使用海外子公司銷售佔總銷售之比例

（foreign sales to total sales）、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例（foreign assets to total 

assets）、海外子公司數等三項變數作為衡量之依據。根據上述之文獻探討，我

們發現先前學者多採用海外直接投資的觀點作為企業國際化之衡量指標，此是

否隱含廠商必須至海外設置子公司或生產、銷售據點才是國際化呢？事實上，

企業未必要到海外設立子公司進行銷售，亦可採以出口之方式進行，許多台灣

電子業廠商並未至海外設立子公司建立生產或行銷據點，而僅以出口方式進行

銷售，然而其於全球營運中卻佔有一席之地，顯然過去學者所採用之國際化衡

量指標很可能因此而造成失真之情況產生。 

參、研究設計及研究方法 

面臨全球化時代來臨的今日，Porter（1986）曾提出：在以全球為基礎的

整合活動中，可以獲得競爭優勢的產業便會成為全球產業，但要瞭解競爭優勢

的來源，不論是國內或是國際的優勢，都必須從企業內部結構的觀點出發。而

Welch and Luostarinen（1988）亦指出企業國際化之衡量應採較廣泛之國際化

定義，亦即不僅應著重於企業之海外市場營運或投資活動，也應著重於企業本

身內部國際化能力之提升，如高階主管海外經驗與知識等。所以，近年來學者

所提出之觀點與對於產業現象之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國際化已非傳統的海外直

接投資觀念，而應是以更廣泛的定義來看待廠商之國際化，即不論是企業的產

品或服務都應走向廣大的國際市場，而企業內部資源則應擁有廣泛的國際來

源。 

本研究結合過去學者之研究與對於產業現象之觀察，而以市場銷售導向及

企業內部資源導向兼具內外部資源觀點之國際化定義出發，歸納出以下三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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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來探討廠商之國際化。採取Welch and Luostarinen（1988）之國際化定義：「國

際化為企業增加其於國際營運上之涉入程度」為研究之依據，並以之建構本研

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總資產報酬率（ROA）衡量企業營運績效，以下將針對本研究

所採用的各項解釋變數及統計方法分別加以陳述： 

一、國際化變數 

(一) 銷售廣度 

大部分學者在研究國際化廣度時，多採用海外子公司的分佈為衡量之指

標，即地理多角化之概念。我們認為企業之出口、設立行銷據點或設立海外子

公司的活動，其目的皆為將其產品或服務銷售到廣大之海外市場，因此本研究

採取較廣泛之國際化定義，不侷限於海外直接投資活動，而以銷售市場為基

礎，故以「銷售市場」做為衡量企業國際化廣度之依據。當廠商銷售產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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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至越多市場時，表示銷售市場廣度越廣。針對廠商之銷售市場廣度，本研究

採用下述指標衡量廠商之銷售市場於不同區域之平均度 (Kim, 1989; Kim et 

al., 1989)： 

銷售廣度 = i

n

i
i SS ln

1
∑
=

− ， 

其中， iS  表示廠商在第 i  個區域之銷售佔總銷售比例，數值越大，表

示銷售越平均。本文依據 Tallman and Li（1996）與 Hitt et al.（1997）所採用

之觀點，按環境之異質性將全球劃分為五大區域：大陸、東南亞地區、北美洲

地區（美、加、墨）、亞太地區（新、日、韓、紐、澳）、歐洲地區及其他國家；

然而其中部分區域可能為產品銷售之重點，因此將中南美洲與日本列為單獨一

區，且為考慮廠商之內銷情形，亦將台灣列為單獨一區；因此全球區域劃分為

九區：台灣，北美洲地區(美、加)，日本，大陸，歐洲地區，亞太地區(韓、新、

紐、澳)，東南亞地區，中南美洲地區，及其他國家等九個地區。 

Rugman et al.（1985）認為廣大的地理範圍可以使企業有效利用內部的價

值活動而產生競爭優勢，Porter（1986）亦認為企業可以藉由服務多個銷售市

場而獲取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和經驗等利益。因此，銷售市場分佈若較廣大則

會帶給企業多項之利益：第一項利益是可以彈性的調節市場，如果其中一個海

外市場突然發生銷售萎縮或大增的情況，則廠商可以視情況而調整所有的海外

銷售市場去解決這個問題，因此達到營運的彈性和穩定的利益（Riahi-Belkaoui, 

1999）。第二項利益是降低風險，許多學者指出分散市場可以降低現金流量不

穩定的風險和系統風險（Michel and Shaked, 1986; Shaked, 1986; Madura and 

Whyte, 1990）。第三項利益是可以接近和瞭解海外市場文化，而這項利益可以

使得廠商更容易和快速的回應當地市場需求。第四項利益為增加企業之銷售收

入（Ramaswamy, 1995; Riahi-Belkaoui, 1998）。因此，本文預期銷售廣度對於

企業營運績效有正面之影響。 

(二) 人力資源國際化經驗 

1.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 

Porter（1986）及 Bartlett and Ghoshal（1989）指出國際化改變了策略、競

爭和競爭優勢的本質與界線；隨著企業在國際營運涉入程度的增加，廠商需要

去面對及處理因不同國家或區域的文化、制度和競爭環境之異質所形成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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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務，並且更需要去協調和整合地理分佈的資源。因此，他們需要專業經理

人去處理複雜的競爭環境，因此高階主管經理人之國際化經驗與知識越來越受

到重視。 

近年來，學者們紛紛投入高階主管或經營團隊國際化經驗相關議題之研

究，他們認為高階主管（或經營團隊）之國際知識與經驗將有利於企業從事國

際營運之活動（Reuber and Fischer, 1997; Tihanyi et al., 2000）。 

由於企業於多個市場營運時須依附於企業內部不同事業單位的協調合

作，進而去達成組織績效；因此，當企業處於全球競爭的環境下，國際網路

（international network）的發展顯得相當重要。高階主管之相關海外知識與國

際營運上之經驗將會帶給組織對於事業單位或消費者的瞭解，進而對企業之績

效有助益。而 Sambharya（1996）亦指出高階主管之國際經驗對於企業於國際

營運之涉入程度為重要之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預期高階主管海外之知識與

經驗有利於企業經營績效。 

高階主管本身所擁有的海外市場經驗與知識累積，其來源可由高階主管曾

至海外工作或曾參與海外投資計畫。因此，此變數用以衡量高階主管之相關海

外市場知識與經驗對於企業國際化績效之貢獻。我們以公司之高階主管參與海

外投資決策之平均年數予以衡量。 

2.員工國際化訓練 

許多企業從事國際營運之成功與否乃是高度依附於公司由創立至營運過

程中之人員和人事政策的配合（Welch and Luostarinen, 1988）。因此員工亦是

企業在國際化營運上的重要因素；伴隨著國際營運涉入程度的增加，企業內部

環境亦會產生改變，如組織結構、人力資源、公司目標等等。而為了適應變動

快速的外在營運環境，企業應採以國際的人力資源發展策略。 

Welch and Loustarinen（1988）指出：一般而言，企業國際化是依附於企

業內人員所投入的國際知識、經驗和技能而發展的。然而 learning by doing 的

呈現是整個國際化過程中的關鍵部分，而這效果可經由訓練或輪調政策達成。

Tung（1982）由美國、歐洲和日本之企業觀察中發現：經由越嚴格的徵選與

訓練的程序，可以降低對於企業績效不良影響的因素，並可降低在海外地區工

作無效率之情形。因此，不論透過何種方式，如果能使員工的學習能力、視野

和本身的能力變得較國際化，則這樣的能力會使得任何國際化策略執行的越來

越嚴謹和順暢（Welch and Luostarine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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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業若對員工採以國際化之訓練，如海外受訓、語言及電腦網路技

能等相關訓練，則可增加員工對於企業國際化時組織結構產生變動的應變能

力，並可降低企業之面臨環境與結構變動所產生的風險與成本，進而有利於企

業營運之績效。本研究以公司每年派遣員工至海外受訓之人次衡量。 

(三) 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網路技術與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與蓬勃發展促使了「全球化」浪潮得以興

起，因而使得企業所面臨的產業環境產生重大的變革，如國與國之間的疆界正

逐漸的模糊，許多創意、資金、產品及服務已開始不受國家疆界限制。Tractinsky 

and Jarvenpaa（1995）指出目前有越來越多企業的活動涉及二個國家以上的營

運，而成為全球性的跨國企業，因此企業亦面臨了全球化運作的挑戰。 

由於全球產業環境變動快速，對於企業而言，資訊的傳遞便成為企業重要

的課題。因此，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投入資訊科技應用於企業之相關研究。許

多學者提出具競爭力的企業需善加利用資訊科技來提升企業的控制與協調能

力，企業的組織策略結構必須和資訊系統策略相結合，才能充分獲得資訊科技

所帶來的競爭優勢。資訊科技之應用有助於企業保有其競爭力，整合、協調企

業的活動，加強國際營運環境之管理。 

資訊科技在管理階層及組織的研究中，係以具備電子通訊能力、電腦儲存

能力、資料處理能力之科技與應用，即為以電腦型態為基礎的資訊系統，其包

含了大型主機及微電腦於商業應用上的應用程式。Bharadwaj（2000）認為資

訊科技可以改善工作內容，包括改善資訊的不完整性、減少溝通時間及克服距

離限制等，故使高階管理者可以處理更多的資訊，以便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策略

性、長期性的工作，資訊科技運用能力高的組織可以降低資訊使用成本，更藉

此提升組織績效。因此，跨國資訊設備運用有利於企業經營績效。 

本文係以詢問廠商應用資訊科技與國外客戶或子公司聯絡之頻繁程度（以

李克特七尺度衡量），衡量企業運用資訊科技於海外客戶或海外子公司溝通與

應變對於企業經營績效之貢獻。 

二、控制變數 

(一) 研發支出 

Caves（1982）指出研發活動可以預測跨國企業的成長，Franko（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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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R&D是在全球競爭上獲取市場佔有率的準則。由於 R&D活動對於企業

之經營績效有正面的影響，因此預期效果為正。本研究以研發支出（NT$億）
1衡量此一變數。 

(二) 廠商規模 

規模較大之廠商相對規模較小之廠商擁有較多資源從事國際化之活動，因

此會對企業經營績效產生正面的影響（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Riahi-Belkaoui, 1998）。本研究以資產總額（NT$億）衡量廠商規模。 

(三) 負債比率 

企業舉債對債權人所承擔的代理成本雖會增加以及可能使其財務破產風

險增加，但藉由債權人對舉債企業的監督可強化管理者的承諾與組織的營運績

效，進而降低股東與管理者間的權益代理成本，因而對企業績效可促成正面之

貢獻（Jensen, 1986）；不過，廠商負債比率之高低表示該企業之營運風險之大

小（Grant, 1987; Tallman and Li, 1996; Delios and Beamish, 1999），當企業之負

債比率越高，企業需有較高之營業收入來償還負債，因此過高的負債比率將會

降低企業之營運績效，故本文將利用實證結果驗證台灣廠商之負債比率是否過

高。本文所採用的負債比率為：(負債/總資產)×100%。 

三、產業別 

本研究以虛擬變數控制不同產業之異質性，電子業之產業別虛擬變數設為

1，紡織業則設為 0。 

四、亞洲金融風暴 

本文以虛擬變數區分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前後的時間，民國 85年至 86年設

為 0（表示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前的資料），民國 87年至 88年的資料設為 1（表

示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的資料）。 

                                                        
1 本研究以 GDP平減指數平減研發支出及以下之資產總額（以民國 85年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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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統計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之研究資料為民國 85年至 88年之紡織業與電子業資料，亦

即為考慮橫斷面與時間序列之追蹤資料（panel data）。在分析追蹤資料時，如

果分析單位（廠商）存在異質性，則古典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method）所取得之估計式，會產生偏誤、甚至於無意義之情形。而固定效果模

型與隨機效果模型等兩種追蹤資料模型，可幫助我們解決上述問題。固定效果

模型又稱為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模型，以每個廠商之固定截距代表其

不同結構。隨機效果模型又稱誤差成份（error component）模型，以隨機截距

項來代表每個橫斷面之不同結構。 

廠商 n在期間 t的績效模型可表示為 

ntKntKntnnt XXY εβββ ++++= L110 ,,,,,, TtNn KK 11 ==  （1） 

其中， ntY 為廠商 n在期間 t的 ROA；Xknt為廠商 n在期間 t的解釋變數, 

Kk ,,2,1 K= ； Kn ββββ ,,,, 210 K 為待估計之參數；εnt 為隨機誤差項；古典

最小平方法假設所有的截距項固定且相等，亦即 00 ββ =n ；固定效果模型設

定所有的廠商皆有其自我且固定的截距項 n0β ；隨機效果模型假設截距項 n0β

乃平均數為 0β 及變異數為 2
βσ 之隨機變數（ ),(~ 2

00 βσββ
iid

n ），而且 n0β 及 ntε

為相互獨立（或統計無關）之隨機變數。 

模型選取的準則為： 

(一) 固定效果模型與古典最小平方法之選取，即應用 F-test檢定固定效果模型

其固定截距項之間是否相等，其虛無假設 0H 與對立假設 AH 為： 

,N,j,βH

βββH

jA

N

L

L

1不全相等:

:

0

002010

=
===

 

0H  表示所有廠商之截距項相同，並無個別效果，然而 AH  表示所有廠

商之截距項不全相同，而有個別效果之產生；檢定統計量 F 為分子自由度為

( )1−N 及分母自由度為 ( )1−−− KNNT 之 F分配，如式（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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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2） 



中山管理評論 

 ～61～

式中 RSSE 及 USSE 分別為 0H 及 AH 為真時之誤差平方和。 

(二) 隨機效果模型與古典最小平方法之選擇，為利用 LM（Lagrange multiplier）

test檢定截距項是否為具有隨機變數之性質，其虛無假設 0H 與對立假設

AH 分別為： 

0:

0:
2

2
0

>

=

β

β

σ

σ

AH

H
 

0H 表示截距項不是隨機變數，為一固定參數，故可使用最小平方法估計

相關參數，廠商無隨機個別效果； AH 表示截距項為一隨機變數，即廠商有隨

機個別效果，應選取隨機效果模型較佳。檢定統計量 LM為自由度為 1的卡方

分配（
2

)1(χ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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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3）中 nte 為最小平方法所得之殘差。 

(三) 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之選取，則根據截距項與自變數間的關係

而定，若截距項與自變數間為統計無關，則應採用隨機效果模型；若隨

機截距項與自變數間為統計相關，則應採用固定效果模型，Hausman test

即據此提供判斷準則。其虛無假設 0H 與對立假設 AH 分別表示如下： 

010

0100

:

:

β),X,|XE(βH

β),X,|XE(βH

KntntnA

Kntntn

≠
=

K

K
 

0H 表示 n0
β 與自變數為統計無關，隨機效果模型較適當，而 AH 表示 n0

β
與自變數為統計相依，因此固定效果模型較適當。Hausman test為自由度為 K

的卡方分配（
2

)(Kχ ），是以Wald test之W檢定統計量來判斷 n0
β 與 kntX 是否

為統計相關： 

[ ] ( )
21 ~)()()()'( KbVarbVarbW χβββ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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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4）中b為固定效果模型之估計式，而 β 為隨機效果模型之估計式。 

肆、實證結果分析及討論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而廠商名錄係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

理委員會所公布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範圍，分析期間為民國 85至民國 88

年，共四年資料。並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所公布之上市、上櫃產

業中，考量傳統產業及科技產業之不同特性，以紡織業與電子業為分析研究對

象，其中紡織業 70 家，電子業 268 家，共 338 家廠商。實際回卷份數共 99

份（其中紡織業回收 36份，電子業回收 63份），回收率為 29.29﹪。本研究以

廠商民國 85年至 88年之追蹤資料進行研究，但有部分廠商之資料不足四年，

故實際觀測值為 390筆。實證模型中變數之敘述統計參見表 1。 

二、實證模型及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追蹤資料模型探討企業國際化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首先針對電

子業與紡織業間是否存在差異進行分析；其次，探討亞洲金融風暴是否造成企

業國際化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產生結構性改變。應變數為 ROA（％），而自變

數包含了企業國際化構面之變數、亞洲金融風暴及控制變數。 

表 1 實證模型中變數之敘述統計 

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極小值 極大值 

總資產報酬率 (ROA) 7.6647 8.0902 −29.7500 36.5300 
銷售廣度 0.8934 0.4722 0.0000 2.1921 
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 5.1513 5.8565 0.0000 25.0000 
員工國際化訓練 21.6462 49.2671 0.0000 300.0000 
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5.7359 1.7207 1.0000 7.0000 
研發支出（NT$億） 0.8899 2.4198 0.0000 23.3327 
廠商規模（NT$億） 69.2722 143.0777 0.7949 914.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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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極小值 極大值 

負債比率 39.4293 15.8435 5.8900 82.4900 
亞洲金融風暴 0.5051 0.5006 0.0000 1.0000 
產業別 0.6308 0.4832 0.0000 1.0000 

 

(一) 產業間差異之分析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表 2所示。模型 1納入企業國際化構面之變數：「銷

售廣度」、「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員工國際化訓練」、「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並加入「亞洲金融風暴」變數，以探討亞洲金融風暴對於企業國際化經營績效

之影響；其他控制變數包括：「研發支出」、「廠商規模」、「負債比率」。在 1％

的顯著水準下，模型 1之 F-test及 LM test皆顯示追蹤資料模型較為適當，而

Hausman test之檢定結果為不否決虛無假設（在 10％的顯著水準下），因此採

用隨機效果模型為實證分析依據。實證結果發現具有顯著結果之變數為：「跨

國資訊設備運用」、「負債比率」、「亞洲金融風暴」。 

表 2 產業間差異分析之隨機效果模型（括號內之數值為 t 值）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onstant 
12.1585*** 

(4.886) 

12.1359*** 
(5.168) 

13.1630*** 
(5.188) 

12.8318*** 
(4.860) 

銷售廣度 
0.2140  
(0.173) 

0.9307 
(0.080) 

−0.3763 
(−0.208) 

−0.8246 
(−0.440) 

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 
−0.0309 
(−0.265) 

−0.0653 
(−0.579) 

0.0777  
(0.434) 

0.1146 
(0.615) 

員工國際化訓練 
0.0019  
(0.110) 

−0.0058 
(−0.347) 

−0.0382 
(−0.524) 

−0.0428 
(−0.540) 

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0.5774*  
(1.679) 

0.2655 
(0.768) 

0.0013 
(0.003) 

−0.0107 
(−0.024) 

研發支出 
0.4208  
(1.507) 

0.3970 
(1.540) 

0.3381 
(1.196) 

1.0309 
(0.454) 

廠商規模 
−0.0086 
(−1.451) 

−0.0071 
(−1.248) 

−0.0054 
(−0.895) 

−0.0103 
(−0.925) 

負債比率 
−0.1631*** 
(−5.895) 

−0.1684*** 
(−6.597) 

−0.1639*** 
(−5.950) 

−0.1333***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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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亞洲金融風暴 
−2.5608*** 
(−4.586) 

−2.4194*** 
(−4.753) 

−2.4469*** 
(−4.366) 

−3.0512*** 
(−3.428) 

產業別 －－ 
3.6581** 
(2.510) －－ －－ 

產業別×銷售廣度 －－ －－ 
0.9347 
(0.394) 

1.4966 
(0.611) 

產業別×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 －－ －－ 
−0.2311 
(−1.051) 

−0.2932 
(−1.244) 

產業別×員工國際化訓練 －－ －－ 
0.0334 
(0.453) 

0.0378 
(0.465) 

產業別×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 －－ 
0.6523 
(1.501) 

0.7303 
(1.411) 

產業別 ×研發支出 －－ －－ －－ 
−0.7549 
(−0.330) 

產業別 × 廠商規模 －－ －－ －－ 
0.0066 
(0.497) 

產業別 × 負債比率 －－ －－ －－ 
−0.0385 
(−0.715) 

產業別 × 亞洲金融風暴 －－ －－ －－ 
0.9404 
(0.815) 

F-test  

[自由度] ( p值) a 

5.766 
[98,283] 
(0.000) 

－－ 
5.240 

[98,279] 
(0.000) 

5.114 
[98,275] 
(0.000) 

LM-test  

[自由度] ( p值) b 
152.01 

[ 1 ](0.000) 
134.20 

[ 1 ](0.000)
130.64 

[ 1 ](0.000)
128.42 

[ 1 ](0.000) 

Hausman test  

[自由度] ( p值) c 
12.52 

[8](0.129) 
－－ 

16.53 
[12](0.168)

18.04 
[16](0.322) 

觀測值數目 390 390 390 390 

註 1：應變數為 ROA（％）。 

註 2：a F-test：虛無假設 0H :最小平方法，對立假設 AH :固定效果模型； 
b LM-test：虛無假設 0H :最小平方法，對立假設 AH :隨機效果模型； 
c Hausman test：虛無假設 0H :隨機效果模型，對立假設 AH :固定效果模型。 

註 3：模型 1、模型 3、模型 4之 F-test及 LM test皆顯示追蹤資料模型較為適當，而
Hausman test 之檢定結果為不否決虛無假設，因此採用隨機效果模型為實證分

析依據。此外，由於模型 2加入 time-invariant的產業別變數，因此僅以隨機效

果模型驗證；故模型 2僅有 LM test。 
註 4：* 表 p值 < 0.1 ；** 表 p值 < 0.05；*** 表 p值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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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對台灣的出口與經濟成長之貢獻厥功甚偉，1970年代至 1980年代

中期之出口總值居各產業之冠；19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產

生巨大變化，使得紡織業者於國際市場上面臨相當激烈的競爭，但紡織業依然

為本國僅次於電子資訊產業的第二大產業，堪稱為傳統產業的代表。台灣電子

資訊工業萌芽發展至今，短短數十年的時間，已使台灣擠身電子資訊產業大國

之林，多項電子資訊產品更是獨占鼇頭，傲視全球，為本國第最大產值與出口

產業。因此，我們進一步以模型 2、模型 3及模型 4探討紡織業與電子業是否

存在結構性之差異。模型 3及模型 4之 F-test及 LM test（在 1％的顯著水準下）

皆顯示追蹤資料模型較為適當，而 Hausman test之檢定結果為不否決虛無假設

（在 10％的顯著水準下），因此採用隨機效果模型為實證分析依據。此外，由

於模型 2 加入 time-invariant 的產業別變數，因此僅以隨機效果模型驗證。由

於模型 1之檢定結果顯示隨機效果模型較為適當，故模型 2加入產業別變數以

隨機效果模型驗證紡織業與電子業是否存在基本上的差異2；實證結果顯示：

在 5％的顯著水準下，產業別係數明顯的大於 0；平均而言，電子業的 ROA

明顯的較紡織業高出 3.6581個百分點。 

模型 3加入產業別與國際化變數之交叉效果（包括產業別×銷售廣度、產

業別×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產業別×員工國際化訓練、及產業別×跨國資訊設

備運用），藉以驗證國際化變數對績效的邊際影響，是否存在結構性之差異3；

實證結果顯示：在 10％的顯著水準下，所有的交叉效果皆不顯著。模型 4 則

加入產業別與所有變數之交叉效果，在 10％的顯著水準下，所有的交叉效果

亦皆不顯著。綜合模型 2、模型 3及模型 4的結論如下：電子業的績效明顯的

高於紡織業，但是國際化、研發支出、廠商規模、負債比率等變數對電子業與

紡織業績效的影響，並未存在結構性的差異。 

(二) 結構性改變之分析 

鑑於模型 1之分析結果發現「亞洲金融風暴」對於企業國際化有相當顯著

之影響，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亞洲金融風暴是否導致企業之經營績效產生結構

                                                        
2 由於產業別為 time-invariant變數，若在固定效果模型加入 time-invariant變數會產生共線性問題。 
3 假設 ROA = α + β (銷售廣度) + γ (產業別×銷售廣度)，則紡織業之迴歸式為 ROA = α + β (銷售廣度)，然

而電子業之迴歸式為 ROA = α + (β + γ) (銷售廣度)；參數 β 代表銷售廣度對於紡織業經營績效之邊際貢

獻，而(β + γ)可視為銷售廣度對於電子業經營績效之邊際貢獻。因此，參數 γ 可以用來驗證：銷售廣 度

對電子業與紡織業績效的邊際影響，是否存在結構性的差異。同理，亞洲金融風暴與銷售廣度交叉項之

係數亦可用來驗證：亞洲金融風暴是否導致銷售廣度對於經營績效之邊際影響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感謝

評審委員的提醒，讓作者可以更清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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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改變，故加入亞洲金融風暴與其他變數之交叉項而得模型 5及模型 6（參

見表 3）。模型 5 包括模型 1 之變數及亞洲金融風暴與國際化變數之交叉項，

而模型 6則包含模型 5之變數及亞洲金融風暴與控制變數之交叉項。在 5％的

顯著水準下，模型 5及模型 6之 F-test、LM test、及 Hausman test均否決虛無

假設，因此採用固定效果模型。 

模型 6 的結果顯示：亞洲金融風暴與控制變數之交叉項皆不顯著（在 10

％的顯著水準下），再進一步經由 F-test（p值 = 0.9584）確認這些變數皆不顯

著，因此模型 5較優於模型 6。 

模型 5之實證結果顯示具有顯著結果之變數為：「員工國際化訓練」、「研

發支出」、「負債比率」、「亞洲金融風暴」；而顯著的交叉變數為：「亞洲金融風

暴×銷售廣度」、「亞洲金融風暴×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亞洲金融風暴×員工

國際化訓練」。上述結果指出：亞洲金融風暴導致企業國際化行為對於經營績

效之影響產生結構性的變化。 

以下為結構性改變之結果分析及討論： 

1.銷售廣度 

表 3之實證結果顯示，銷售廣度與企業經營績效呈現不顯著之情形，然而

交叉項「亞洲金融風暴×銷售廣度」之係數為正且顯著。上述發現意謂，國際

環境較穩定時，銷售廣度對企業經營績效之貢獻並不明顯，但是當企業面臨巨

大的國際衝擊時，企業於全球銷售市場銷售得越平均，則會顯著的緩和企業所

受到的衝擊，此一結果與 Allen and Pantzalis（1996）以企業海外投資廣度愈

高有助於企業價值提升之發現具有相同之意涵。 

2.人力資源國際化經驗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前，「員工國際化訓練」明顯的有助於企業經營績

效，不過「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和企業經營績效呈現不顯著之情形。但是，

上述二變數與亞洲金融風暴之交叉項卻呈現相反的情形；易言之，高階主管之

國際化經驗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明顯的發揮其功能，然而員工之國際化能力在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未能使得上力。在現今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全球環境瞬息

萬變的時代，適度的授權為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因應上述變化的重要策略

之一；但是亞洲金融風暴是一個廣泛且全球性的國際衝擊，企業此時應加強其

全球佈局及整體經營策略，以因應此劇烈動盪不安的國際經營環境，而不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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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授權全球各營業單位僅著重於當地市場經營環境之單兵作戰。因此，高階主

管之國際化經驗在企業面臨劇烈且全球性的國際衝擊時，較易彰顯出其價值，

而員工之國際化能力較可能自小區域的市場變動中貢獻其功能。 

表 3  結構性改變分析之固定效果模型 

模型 5 模型 6 
變數 

估計係數 t−值 估計係數 t−值 

銷售廣度 −2.0572 −0.843 −1.8998 −0.770  
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 −0.4868 −1.087 −0.4929 −1.070  
員工國際化訓練 0.4291*** 3.723 0.4184*** 3.418  
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0.6661 1.070 0.7042 1.108  

研發支出 0.7491* 1.820 0.6053 0.816  

廠商規模 −0.0081 −0.603 −0.0047 −0.281  
負債比率 −0.1477*** −4.300 −0.1409*** −3.657  
亞洲金融風暴 −4.9146** −2.368 −4.2228* −1.663  
亞洲金融風暴 × 銷售廣度 2.4812** 2.185 2.4493** 2.132  
亞洲金融風暴×高階主管國際化經驗 0.1840** 2.008 0.1966* 1.957  
亞洲金融風暴×員工國際化訓練 −0.0322*** −2.666 −0.0315 −1.611  
亞洲金融風暴×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0.0345 −0.106 −0.0698 −0.208  
亞洲金融風暴 × 研發支出 −− −− 0.1114 0.218  
亞洲金融風暴 × 廠商規模 −− −− −0.0024 −0.392  
亞洲金融風暴 × 負債比率 −− −− −0.0121 −0.339  

F-test [自由度](p值) a 6.038 [98,279]（0.000） 5.902 [98,276]（0.000） 

LM-test [自由度](p值) b 157.06[ 1 ]（0.000） 151.17[ 1 ]（0.000） 

Hausman test[自由度](p值) c 23.45[12]（0.0242） 37.41[15]（0.0011） 

R2 (Adjusted R2) 0.7312 (0.6252) 0.7315 (0.6216) 

0H :模型 5； AH 模型 6 
F值, [自由度], ( p值) 

0.1028, [3, 276], (0.9584) 

觀測值數目 390 390 

註 1：應變數為 ROA（％）。 

註 2：a F-test：虛無假設 0H :最小平方法，對立假設 AH :固定效果模型； 
b LM-test：虛無假設 0H :最小平方法，對立假設 AH :隨機效果模型； 
c Hausman test：虛無假設 0H :隨機效果模型，對立假設 AH :固定效果模型。 

註 3：模型 5及模型 6之 F-test及 LM test皆顯示追蹤資料模型較為適當，而 Hausman 
test之檢定結果為否決虛無假設，因此採用固定效果模型。 

註 4：* 表 p值 < 0.1 ；** 表 p值 < 0.05；*** 表 p值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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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國資訊設備運用 

就「跨國資訊設備運用」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關係而言，實證結果指出：「跨

國資訊設備運用」與企業經營績效呈正向但不顯著之關係；交叉效果亦不顯

著，意謂亞洲金融風暴並未導致「跨國資訊設備運用」對企業經營績效之影響

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全球化的興起促使跨國整合之需求產生，資訊科技之運用

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然也因如此，台灣許多企業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階段，

因此需投入設備與人員訓練之心力與成本，故於短期間可能無法對於企業之經

營績效有立竿見影之效果，但鑑於全球化與網路時代的來臨，資訊科技對於企

業之貢獻必是不容忽視的。 

4.控制變數 

(1) 研發支出 

研發對績效之影響顯著為正，符合理論預期；而交叉效果不顯著意謂亞洲

金融風暴，並未導致研發對績效之貢獻產生結構性之變化。 

(2) 廠商規模 

實證結果發現廠商規模及其與亞洲金融風暴之交叉效果均不顯著，此可能

意謂規模大小，並非廠商獲利的重要因素。 

(3) 負債比率 

適當的負債比率可有效的降低權益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廠商負債比率之高

低表示該企業營運風險之大小，因此過高的負債比率將會降低企業之營運績

效。實證結果顯示，負債比率之增加，的確會降低企業之營運績效，亦即台灣

企業之負債比率似有過高之虞。就亞洲金融風暴與負債比率之交叉效果而言，

其估計係數並不顯著，亦即亞洲金融風暴並未加重負債比率對企業之營運風

險。 

伍、結論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全球的企業正面臨國際化形式的革命，而在各種

跨國整合的趨勢下，企業應著眼於全球市場之發展，而不再是單純以海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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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眼光來看待企業之國際化；因此，國際化勢必要以更廣泛之觀點來探討，而

並非只侷限於傳統海外投資之觀念。本研究由產業現象之觀察出發、參考相關

文獻，以市場銷售導向及企業內部資源導向建構較為完整的觀點，探討企業國

際化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加之，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整個亞洲地區受到極大的

衝擊，甚至也波及到全球之金融市場，但這卻也是考驗企業在國際化經營的能

力，因此本研究加入了亞洲金融風暴等相關變數進行探討，並更進一步探討亞

洲金融風暴是否造成企業國際化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產生結構性變化。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之方式蒐集民國 85年至民國 88年之資料，並採用追蹤

資料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顯示：電子業的績效明顯的高於紡織業，但

是國際化變數對電子業與紡織業績效的影響，並未存在結構性的差異；當企業

面臨巨大的國際衝擊時，企業於全球銷售市場銷售得越平均，則會顯著的緩和

企業所受到的衝擊；高階主管之國際化經驗在企業面臨劇烈且全球性的國際衝

擊時，較易彰顯出其價值，而員工之國際化能力較可能自小區域的市場變動中

貢獻其功能；此外，負債比率之增加，的確會降低企業之營運績效，亦即台灣

企業之負債比率似有過高之虞，不過亞洲金融風暴似乎未增加負債比率對企業

之營運風險。 

本研究雖然採用問卷收集 390筆觀測值，惟部份財務及管理層面數字資料

不易從問卷獲得，致部分實證結果推論及管理意涵之剖析受到限制。未來研究

將考量資料來源，加強財務面分析；而且，在企業國際化活動中，國際分工不

論就水平整合或垂直整合之觀點而言，皆呈現越趨密切越趨重要之發展，所

以，產業網路聯結（network linkage）之效果亦不可忽視，也是未來進一步研

究之重要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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