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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與流程 

 

 第一節  樣本選取與研究時間 

 

本研究受資料來源取得之不易與考量資料完整性，擬選取美

國、加拿大、墨西哥（以上屬北美自由貿易區
8
成員）、阿根廷、巴

西、智利、哥倫比亞、委內瑞拉（以上為拉丁美洲統合協會
9
會員）、

奧地利、丹麥、芬蘭、法、德、希臘、愛爾蘭、義、荷、比利時、葡

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捷克、匈牙利、波蘭（以上為歐盟
10
成

員）、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國（以上為東南亞國協
11

會員），再加上印度、南韓、中國大陸、香港、台灣、日本、澳洲、

紐西蘭、瑞士、挪威、冰島、蘇聯、以色列、土耳其及南非共四十五

國為實證分析樣本國家。
12
上述四十五國 2001 年外人直接投資總額

（6,953.3 億美元）佔全球外人直接投資總額（8,238.3 億美元）比

率為 84.4％，研究樣本範圍應屬完整且具代表性。研究時間為 1999

～2001 年。 

 

第二節  變數定義 
 

探求外人投資績效指數與各解釋變數之間的關係，可將自變數

代入應變數（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的迴歸式中，然後檢視何變數

具有顯著的解釋能力，及整個模型的解釋能力。本研究首先對被解釋

                                                 
8 北美自由貿易區（NAFTA）成員為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 
9 拉丁美洲統合協會（ALADI）成員有阿根廷、巴西、智利、哥倫比亞、委內瑞拉、玻利維亞、

厄瓜多、墨西哥、巴拉圭、秘魯、烏拉圭等國。 
10 歐盟（EU）成員有德、法、義、荷、比、盧、丹麥、愛爾蘭、英國、希臘、葡萄牙、西班牙、

奧地利、芬蘭、瑞典及 2004 年 5 月 1日新加入的波蘭、匈牙利、捷克、斯洛伐克、愛沙尼亞、

立陶宛、拉脫維亞、斯洛維尼亞、馬爾它及塞普路斯。 
11 東協（ASEAN）十國分別為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泰國、新加坡、汶萊、越南、寮國、緬

甸及柬埔寨。 
12 本研究受限於資料取得的容易與完整性，故參考瑞士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 BERI）之「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瑞士洛桑國際

管理學院（Institution Management Develope ；簡稱 IMD）之「國家競爭力報告」等文獻之

抽樣國家，作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該四十五國涵蓋五大洲或北美自由貿易區（NAFTA）、拉丁

美洲統合協會（ALADI）、歐盟（EU）、東南亞國協（ASEAN）等經濟體，研究範圍應屬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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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及解釋變數予以定義，再以複迴歸分析方式（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來驗證二者間的關係，並分析其結果。 

 

（一）變數定義 

許多文獻提供了一些方式，作為衡量國與國間外資進入的相對

績效表現或吸引外資的能力，如 A.T.Kearney 於 2001 年所提的 FDI 

Confidence Index。該指數係將世界前 1,000 大企業高階管理者在未

來一年至三年中會至某國投資的可能性分為高、中、低及無，再將資

料予以加權平均而成。另外，Economist Advisory Group 發展出的

FDI Sustainablity Index 則是將公司、產業、地區、國家及全球中，

決定外資進入因素中有關質的方面納入考慮。而 UNCTAD 提出的

Transnationality Index 則是利用四項指標的平均，衡量外資對本

國經濟的影響力，進而可瞭解一國多國化（開放）程度，並可藉由某

項指標強度，找出該國吸引外資進入的因素。
13
 

 

1. 應變數 

本研究將利用 UNCTAD 所發展的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以下簡稱 INDi）概念，作為判定吸引外人直

接投資因子的主要工具。 

 

因本研究將利用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為研究基礎，故吾人應

對該指數的定義與應用予以瞭解。UNCTAD 指出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

數定義式如下： 

 

 

twti

twti

GDPGDP
FDIFDIINDti /

/= ＝f（MEEAti，FCAti，GPAti，LEAti，IAti） 

 

                                                 
13 有關衡量外人直接投資績效的各類指標，請參閱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2）, ＂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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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NDti （i＝1,2,3,…,45）：表示 t期四十五國的外人直接投資績

效指數 

FDIti＝t 期 i 國的外人直接投資 

FDItw＝t 期世界的外人直接投資 

GDPti＝t 期 i 國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tw＝t 期世界的國內生產毛額 

 

依上述定義式可知 INDti數值可能大於 1（某國所吸引的外資相

對大於該國的市場規模）、小於 1（某國所吸引的外資相對小於該國

的市場規模）或等於 1（某國所吸引的外資與該國的市場規模相當）。

因此，經由該指數的大小可尋求出，除了市場規模外，其他影響外資

進入的因素為何及其影響外資進入的程度與方向。 

 

2.自變數 

對於解釋變數的選擇，本研究將根據第三章所提過去實證研究

者的經驗、國際評等機構衡量一國經商環境優劣的指標及 UNCTAD 列

舉會吸引 FDI 的因素中，選取可以量化的總體變數，歸納出可能影響

FDI 的總體因素，以建立實證模型。茲將因素分為五大類並分述如下： 

 

(1) MEEAti（總體經濟環境，A=1,2）：利用文獻中的開放程度（進

口佔 GDP 比例，MEE1ti）及加入就業量（MEE2ti）分析。 

因被投資國擁有足夠的就業人口，對投資者而言，有助其尋找

適量且適合的勞工，將可減少尋找勞動力所必需花費的時間等成本，

有利外資進入。 

 

因此，當被投資國開放程度（MEE1ti）愈高、就業量（MEE2ti）

愈大時，即表示總體經濟環境愈佳，愈容易吸引外資進入，INDti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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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便受總體經濟環境（MEEAti）影響，

二者應呈「正向」關係。 

(2) FCAt i（廠商成本，A=1,2）：利用文獻中的工資率（勞動者含工

資與津貼的每小時薪酬，FC1ti）及加入生活成本指數（FC2ti）

分析。 

因外資是否進入的另一成本考量，應考慮被投資國當地的生活

水準，因該自變數可反應外資在當地所必需投入的其他產製成本。本

研究將採用以紐約為基礎，所計算出被投資國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指

數（指數內容包括一籃子財貨與勞務），此將可適度表達生活水準。 

 

因此，當被投資國工資率（FC1ti）與生活成本指數（FC2ti）愈

高時，即表示廠商成本愈高，自然不易吸引外資，INDti便愈小。因此，

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便受廠商成本（FCAti）影響，二者應呈「負向」

關係。 

 

(3) GPAt
i
（政府政策，A=1,2,3）：利用文獻中使用的獎勵投資政策

（GP1ti，將採用 IMD
14
評比各國所制訂政策其獎勵外資的程度數

值＜數值為 0～10＞，作為該變數的替代變數。數值愈大表示

國家政策愈具獎勵外資特性）、政治安定度（GP2ti，亦將參酌

IMD 評等各國的政治穩定度數值＜數值為 0～10＞，作為該變

數的衡量指標。數值愈大表示國家政治愈穩定）及加入平均稅

前所得稅率（GP3ti）分析。 

因廠商經營企業除為求利潤最大化外，股東盈餘極大亦是其必

需考慮的因素。此時，所得稅率的多寡便影響淨利，進而影響可分配

                                                 
14 IMD（institution management develope）係瑞士國際洛桑管理學院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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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若被投資國所得稅率太高幾近侵蝕稅前純益，經理人不僅經營

績效付之闕如，亦無法對股東交出亮麗的股東盈餘，則該國自然不會

受到外資青睞。 

因此，當被投資國政策愈具獎勵外資特性（GP1ti）、政治愈穩

定（GP2ti）時，即表示被投資國政府政策對外資愈有利，自然愈易吸

引外資進入，INDti便愈高。因此，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便受政府政

策（GPAti）中的獎勵投資政策（GP1ti）及政治安定度（GP2ti）影響，

二者應呈「正向」關係。但當被投資國平均稅前所得稅率（GP3ti）越

高時，即表示廠商能獲得的盈餘愈低，自然不易吸引外資進入，INDti

便愈小。因此，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便受平均稅前所得稅率（GP3ti）

影響，二者應呈「負向」關係。 

 

(4) LEAti（勞動條件，A=1,2）：利用文獻中的勞動生產力（LE1ti，

以被投資國每單位勞工創造的國內生產毛額）及勞動力品質

（LE2ti）來分析。 

因在現代經濟社會中，一國吸引外資因素已不再單純依賴有形

的環境條件，人民所具備的無形資產，如教育程度的高低，對生產及

管理過程的順暢與否將有相當程度的影響，進而影響外資的生產成

本，故本研究以被投資國 25 至 34 歲受高等教育人數佔總人口比率為

衡量勞動力品質（LE2ti）的替代變數。 

 

因此，當被投資國勞動生產力（LE 1ti）愈高、勞動力品質（LE2ti）

愈佳時，即表示被投資國勞動條件愈易吸引外資進入，INDti便愈大。

因此，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便受勞動條件（LEAti）影響，二者應呈

「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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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At i（基礎建設，A=1,2）：利用文獻中的交通網密度（I1ti，以

每平方公里鐵路運輸網長度）及加入電話線數（I2ti，每千人

擁有的電話線數）分析。 

在影響廠商投資的誘因中，被投資國的基礎建設亦不能被忽

略。廠商的生產過程雖然順暢，但若無足夠完善的基礎交通建設配合

以貨暢其流，除會增加運輸成本外，若延遲產品的配送時機，對廠商

的無形資產（如聲譽）亦會產生損失。而商品運輸原則是載運量大、

運費低、速度快、受季節和環境等外在影響要小，而鐵路運輸正符合

該種條件，故以每平方公里鐵路運輸網長度取代公路、內河航道及航

空管道，作為衡量基礎交通建設良窳的替代變數。 

 

此外，多國籍企業進行對外投資時，因仍需與母公司保有正常

溝通管道，以利母公司控管相關產銷作業的順暢，再加上被投資國可

能因文化差異或幅員遼闊，若僅以有形的交通運輸工具顯不能滿足投

資者對產銷過程的即時控管需求，進而影響解決問題的時機，增加另

一種成本（溝通成本）。 

 

因此，本研究選擇以每千人擁有的電話線數做為衡量基礎建設

的另一替代變數。因此，當被投資國交通網密度（I1ti）及電話線數

（I2ti）愈密集，即表示被投資國基礎建設愈完善，自然易吸引外資

進入，INDti便愈大。因此，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便受基礎建設（IAti）

影響，二者應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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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方法設計 

本研究採複迴歸分析模型，分析選擇之自變數（影響外資進入

因素）與應變數（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間的影響程度與方向。茲

將操作方法說明如下： 

 

（一）估計複迴歸方程式（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 

表示應變數（y）與兩個或兩個以上自變數（x1，x2，…）之間的

線性關係。亦即分析被解釋變數與一群解釋變數間的相關程度，基本

上是簡單迴歸的延伸。其表示方法如下： 

y=β0+β1x1+β2x2+…+βpxp+ε 

其中β0為常數；β1,β2,…βp為 x1, x2,…xp自變數之係數；ε為

隨機誤差變數，表在既定的 x 值下，滿足 ε 為常態分配，其平均數

為 0，且具固定標準差σε，另所有的 ε 彼此間均相互獨立。 

因此，本研究應變數（y）為被投資國當期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

數（INDti），自變數（x）分別為被投資國當期的總體經濟環境（MEEAti）、

廠商成本（FCAti）、政府政策（GPAti）、勞動條件（LEAti）與基礎建

設（IAti）。即迴歸模型為 

INDti＝ t iα 0
＋ t iα 1

MEEAti＋ t iα 2
FCAti＋ t iα 3

GPAti＋ t iα 4
LEAti＋ t iα 5

IAti＋ε 

     ＝ t iα 0
＋ t iα 1

（MEE1ti＋MEE2ti） 

＋ t iα 2
（FC1ti＋FC2ti） 

＋ t iα 3
（GP1ti＋GP2ti＋GP3ti） 

＋ t iα 4
（LE1ti＋LE2ti） 

＋ t iα 5
（I1ti＋I2ti）＋ε 

＝ t iα 0
＋ t iα 11

MEE1ti＋ t iα 12
MEE2ti＋……＋ t iα 51

I1ti＋ t iα 52
I2ti＋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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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歸變異測量： 

利用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檢視迴歸直

線是否為最佳配適直線，即迴歸直線到各樣本點之間距離的平方和加

總之總和 (SSError) 最小，以此來估計各變數的係數。且藉由 t 值

來判定各係數在統計上是否顯著。 

另以 R
2
及 adjR

2
來討論模型的配適度（Goodness of Fit），決

定模型設置的優劣。一般而言，0< R
2
<1。因此，當 R

2
越接近 1，解釋

能力越好。但在複迴歸式中，雖可採增加自變數的方式來提高 R
2
，卻

會有自由度減少的現象，故需予以調整，因此有調整後的 R
2
（adjR

2
）。  

（三）殘差項序列自我相關的檢定與修正： 

本研究因存在有時間序列資料，使觀察值會遵守一自然的時間順

序，而使當期發生的誤差包含前幾期所造成的影響，因此隨機誤差項

（ε）應存在有序列自我相關現象（ autocorrelation ），

COV(εt,εs)≠0。 

故本研究將以 Durbin-Watson 統計量檢定相鄰二殘差項是否存

在自我相關。當該值接近 2時，表示殘差之間愈沒有自身相關的關係

存在。 

若檢定原複迴歸模型具序列自我相關，則採將前期應變數

（INDt-1）加入模型方式，以轉換模型使誤差項變成序列獨立（serial 

independent），則可用 OLS 進行估計，並得到 BLUE 的估計量（假設

OLS 的其他假設均為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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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殘差項變異數不齊一存在的檢定與修正： 

在利用最小平方法估計（OLS）時，我們係假設殘差項具有共同

變異數，亦即 VAR(εi)=σ
2
。若是此假設無法滿足，亦即迴歸模型中，

殘差項 εi的每一個觀測值之變異不同時，即 VAR(εi)≠σ
2
，稱之變

異數不齊一（hetereskedasticity）。在變異數不齊一的情況下，以

OLS 估計未知的係數，固然是線性且滿足不偏性（unbiasedness），

但已不再具有效性（efficiency），即不具最佳線性不偏估計值

（B.L.U.E）的性質。因此吾人應對變異數不齊一發生的可能性加以

考慮。 

本研究將以殘差分析圖判斷資料是否出現變異數不齊一的情

況。若發生此一現象則以一般化（加權）最小平方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GLS（Weighted Least Squares，WLS）】來修正，以

使我們的估計達到有效之估計。 

（五）樣本區隔 

有鑒於所抽樣國家涵蓋五大洲，四大經濟體，國家間自然會因開

發程度與發展政策不相同的情形下，而可能使其影響外人投資因素亦

各有歧異。若僅將所抽樣的 45 國併同分析而未予區別，則將忽略國

與國間所存在的基本差異，而使實證結果有失偏頗。因此，本研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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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家開發程度的不同，將其分為已開發國家
15
（23 國）及開發中國

家
16
（22 國）二大模型進行實證分析。 

                                                 
15 本研究對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之分類，係以聯合國貿易和發展會議（UNCTAD）所刊行之

年報對上述國家的分類為依據，請參考下列網站：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1890&lang=1。 
因此，本文之已開發國家為美國、加拿大、奧地利、丹麥、芬蘭、法、德、希臘、愛爾蘭、義、

荷、比利時、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日本、澳洲、紐西蘭、瑞士、挪威、冰島及以

色列。 
16 開發中國家為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利、哥倫比亞、委內瑞拉、印尼、馬來西亞、菲律

賓、新加坡、泰國、印度、南韓、中國大陸、香港、台灣、土耳其、捷克、匈牙利、波蘭、

蘇聯及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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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 

經由上節對變數及實證分析流程的說明，在經由統計套裝軟體

EViews3.0 之運算後，茲將所得出的三條迴歸估計結果列於下表： 

表 4-1.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與吸引外人直接投資因素迴歸結果 

 

全球 45 國 已開發國家 

23 國 

開發中國家 

22 國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tα 0
 0.762 

（0.839） 

-2.770
**
 

（-2.143） 

1.089 

（0.765） 

Open (MEE1) 0.557 

（1.474） 

6.236
***
 

（4.692） 

0.251 

（0.526） 

Emp（MEE2） 606.000
*
 

（1.789） 

5795.000 

（1.014） 

716.000 

（1.634） 

Wage（FC1） - - - 

Lc-index（FC2） -0.952
*
 

（-1.930） 

-0.618 

（-1.120） 

-1.212
*
 

（-1.715） 

Att（GP1） -0.109
*
 

（-1.660） 

-0.175
**
 

（-2.147） 

-0.134 

（-1.473） 

posta（GP2） 0.078
*
 

（1.724） 

0.252
**
 

（2.341） 

0.118
*
 

（1.853） 

Pre-taxrate（GP3） -0.096 

（-0.053） 

0.269 

（0.136） 

-0.287 

（-0.097） 

Pro（LE1） 9.54E-06 

（1.405） 

 

- 

3.45-05
**
 

（1.975） 

Lq（LE2） 0.449 

（0.511） 

1.504 

（1.012） 

0.209 

（0.172） 

Rail（I1） 4.529 

（1.621） 

12.070
*
 

（1.893） 

2.333 

（0.616） 

Tell（I2）  

- 

0.000 

（0.204） 

 

- 

INDt-1 0.635
***
 

（9.067） 

0.210
*
 

（1.670） 

0.551
***
 

（5.035） 

R-squared 0.5784 0.7454 0.5897 

Adjusted R-squared 0.5444 0.7016 0.5151 

Durbin-Watson stat 2.2185 2.2992 2.2819 

註：1.（）內數字代表 t 統計量。 

2.*、**與***分別代表在 10﹪、5﹪與 1﹪顯著水準下，估計值顯著異於 0。 

3.Open (MEE1)為被投資國開放程度、Emp（MEE2）為被投資國就業量、 

Wage（FC1）為被投資國工資率、Lc-index（FC2）為被投資國生活成本指數、 

Att（GP1）為被投資國獎勵投資政策、Posta（GP2）為被投資國政治安定度、 

Pre-taxrate（GP3）為被投資國平均稅前所得稅率、Pro（LE1）為被投資國勞動生產力、 

Lq（LE2）為被投資國勞動力品質、Rail（I1）為被投資國交通網密度、  

Tell（I2）為被投資國電話線數、INDt-1為前期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 

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5

在三種不同分類方式的模型中，各解釋變數對模型的影響力，往

往因模型本身採用的樣本國家不同而有所差異。以下將檢視表 4-1 所

跑出之迴歸估計並作個別說明。 

（一）就開放程度而言，在已開發國家模型中，對吸引外資具有顯著

正向效果，而在全球與開發中國家模型，雖效果不顯著，但影響方

向亦為正向，與預期相符。 

（二）就就業量而言，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模型中，雖效果均

不顯著，但在全球模型中，對吸引外資卻具有正向顯著效果，然顯

著性並不強，從數據來看，該變數在全球模型中的顯著性為已開發

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樣本累積的結果。 

（三）就生活成本指數而言，在全球及開發中國家模型中，對吸引外

資具有負向顯著效果，與預期相符，然顯著性並不強；而在已開發

國家模型中效果不顯著的原因，可能係因已開發國家普遍的生活成

本雖居高不下，但高生活成本為外資所帶來的便利性，或許可節省

其設置據點時的其他成本，故就外資而言，其在考量進入已開發國

家時，該項因素基本上已被取而代之以其他更重要的因素，而使該

變數在已開發國家模型中呈現效果不顯著的結果。 

（四）就獎勵投資政策而言，在全球及已開發國家模型中，對吸引外

資雖具有顯著效果，但影響方向卻為負向；在開發中國家模型中，

雖效果不顯著，但影響方向亦為負向，即三模型均產生與預期相反

的結論。此變數是本研究唯一實證結果的影響方向在三模型中與預

期結果相反的變數。此令人意外的結果，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本研

究資料來源是擷取自瑞士國際洛桑管理學院所設計的各國獎勵投資

政策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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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係該學院商請各國學者專家對所抽樣國家的獎勵外資政

策程度予以評比，因評比標準可能因人、因時及因地而異，故無法

達成一致且客觀標準，致實證結果有所偏誤。 

（五）就政治安定度而言，在全球、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模型，一如

預期獲致對吸引外資具有正向顯著效果的結論。此變數是本研究除

了前期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外，另一實證結果在三模型中均具顯

著性，且影響方向與預期相同的變數。此說明了外資在選擇被投資

國時，有形的經濟環境已不是唯一的著眼點，無形的政治環境更是

逐漸被全球投資者所重視，而納為其投資策略的一環。因為外資相

信，唯有穩定、沒有國家風險的被投資國，其對該國所做的投資才

能獲得保障，未來也才有發展的空間。 

反之，若一國政治情勢隱晦不明，政策推動不具效率與一貫性，

對外資而言，此不確定因素將使其無法做出正確決策，而有產生無

法預期風險的可能，如此該國便不受外資青睞。故執政當局應有政

經一體的體認。因為唯有安定的政治環境，才能營造出優質投資環

境，也才有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可能。 

（六）就平均稅前所得稅率而言，其於三模型中均不具解釋能力，且

於已開發國家模型中，更對吸引外資產生正向影響，與預期相反。

此變數是本研究除了勞動力品質外，另一實證結果在三模型中均不

具顯著性的變數。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樣本數太少，觀察期間過短，

雖各國間數值之差異頗大，但就各國整體趨勢來看，卻無太大變化

幅度，所以產生之結果不如預期。 

（七）就勞動生產力而言，在開發中國家模型中，對吸引外資具有顯

著正向效果，與預期相符，顯示出因外資在該類國家從事的生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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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基本上仍屬於勞力密集且無須精密過程的產業，故其選擇被投資

國時便會著重在勞動生產力的多寡，因此該變數便成為開發中國家

吸引外資的優勢。 

而在全球模型中，雖效果不顯著，但對吸引外資仍具有正向影

響，與預期相同。會造成此結論的原因，可能係因全球模型中包含

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樣本，而已開發國家普遍的產業類型係屬

於資本密集且生產過程具高度精密的產業，故在已開發國家中勞動

生產力較不具吸引外資優勢，以致與開發中國家的顯著正向效果產

生抵銷作用。 

（八）就勞動力品質而言，在全球、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模型中，

此變數對吸引外資雖具有正向影響，惟效果並不顯著。 

會造成此結論的原因，可能係因全球模型中包含已開發國家與開

發中國家樣本，開發中國家人民的教育水準仍屬相對落後階段，且

外資在此類國家中多以勞力密集產業為主，故該變數在開發中國家

並不受外資特別重視，加上已開發國家的效果亦不顯著，且該變數

就整體來看差異不大，致使全球模型有著正向卻不顯著的結論。 

（九）就交通網密度而言，在已開發國家模型中，對吸引外資具有正

向顯著效果，與預期相符，原因在於已開發國家普遍政經情況早已

處在穩定成長階段，故能較早投注較多的資源於各項運輸系統的建

置上。因此，對外資來說，因交通運輸網的密集能降低其運輸成本

與產品產銷時間，尤其對幅員廣大的被投資國而言，若有密集的交

通網路連接國內各大城市，甚至延伸至鄰近國家，對投資者市場的

擴展必有相當大的助益，該變數自然成為已開發國家吸引外資的重

要因素之一。 



 48

反觀開發中國家模型中，此變數對吸引外資雖具正向影響，但效

果並不顯著，原因在於此類國家有部分尚處於經濟發展的初期階

段，加上政治環境的不穩定，致使該類國家大部分的資源多用於解

決初期的經濟問題與穩固執政者的政治地位，對攸關民生的硬體設

備，如交通網絡是否綿密通暢便不是施政重點，故交通網密度在開

發中國家普遍偏低，使該變數在開發中國家便無法成為吸引外資的

優勢，也造成在全球模型中，此變數對吸引外資雖具有正向影響，

惟效果並不顯著的結論。 

（十）就電話線數而言，因在全球及開發中國家模型中，該變數具線

性重合現象，故本研究僅將該變數對已開發國家進行實證分析。該

變數對吸引外資效果並不顯著，但仍具正向影響，與預期相同。 

（十一）就前期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而言，在全球、已開發國家及

開發中國家模型中，對吸引外資均具有正向顯著效果。此變數是本

研究除了政治安定度外，另一實證結果在三模型中均具顯著性，且

影響方向與預期相同的變數，此顯示出外資在決定「當期」投資區

位優劣時，會參考「過去」該國外人直接投資績效指數情形，來衡

量該國（區域）整體投資環境，而不僅限於納入「當期」該國（區

域）的經濟變數為考量是可以理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