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 

第四章 研究設計 

在進行實證模型研究前，本章將先詳細說明本研究使用的研究設計。

於第一節中將說明本研究複迴歸模型使用的估計方法－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並將依此方法建立本研究的實證模型，以及敘述實證資料來源。

至於根據本研究實證模型而建置的實證變數說明，將於第二節中闡釋。 

第一節 研究方法說明與實證資料來源 

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而此僑外係

指華僑或外國之跨國企業或個人。因此，根據前述文獻可知影響跨國企業

或投資人直接投資的相關變數超過一個以上，所以本研究選定複迴歸分析

的普通最小平方法來估計，並將針對上述 OLS 迴歸模型建立本研究的實

證模型，再依此模型的變數加以說明實證資料來源。 

一、研究方法說明 

普通最小平方法（OLS）是複迴歸分析的一個估計方法，而複迴歸分

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指的是探討兩個以上解釋變數對一個被解

釋變數之間的關係。17其數學模型如下： 

iikkiii xxxY εββββ +++++= 0 Λ2211   ni ,,1 Κ=     (1) 

為求出上式未知參數的估計式，所以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本法是使

樣本觀察值與估計值差異的平方和為最小的估計法，如果此複迴歸模型符

合假設條件，則最小平方估計式是此模型的BLUE。18

本研究計畫採用的是時間數列月資料，使用月資料的最大優點是有助

                                                 
17 請參閱Hill et al.（2001）。 
18  BLUE是最佳線性不偏估計式（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s，BLUE）的英文名稱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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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高樣本數與自由度，使估計結果較為準確。如同前述文獻回顧，Root 

& Ahmed （1978）中驗證了 44 個有關經濟、政治、社會及政策變數對 41

個地主國的製造業，其外人直接投資的區別能力。另外Olibe & Crumbly

（1997）則選取 13 個OPEC國家為樣本，驗證變數包括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匯率、人口、薪資率等對吸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綜合上述的

對外直接投資理論與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相關文獻，並逐一檢討各項可能

影響僑外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後，本研究從總體經濟的觀點，歸納出

可能影響華僑及外人到台灣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並加以驗證。在所有可

能的原因如：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匯率、利率、犯罪率、

研究發展經費、經濟成長率、世界競爭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政黨

比率、政黨輪替、對中國貿易依存度等，都是影響華僑及外人直接到台灣

投資的重要指標客觀因素。19根據上述，本研究設出下列的關係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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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2)式中，AFDI 為每月華僑及外人在台灣的實質直接投資金額；

WAGE 為每月的實質平均工資；PROD 為每月製造業的勞動生產力指數；

EDP 為每月高等教育率；EXR 為每月以新台幣表示的平均匯率；RBC 為

每月公布的銀行業一年期存款牌告利率；OFR 為每月的犯罪率；RDE 為

平均每月的研究發展經費；GGDP 為經濟成長率；PGDP 為平均每人國內

生產毛額；WCI 為世界競爭力；BMG 為每月的政黨比率；CTTRD 為每月

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第(2)式可進一步表示為： 

εββββ
βββββββ

ββββββ

βββββ

ββββα

+++++
+++++++

++++++

+++++

++++=

−

−−−−−

−−−−1

1211109
8765432

6

26252423

22212019181716

1514)1(13121110

)3(9)3(8)12(7)1(6)1(5

)1(4)1(3)1(2)1(

MMMM
YMMMMMM

YYCTTRDMTGBMGWCI

LPGDPGGDPLRDEOFRRBC

EXREDPPRODLWAGELAFDI

tttt

ttttt

ttttt

 

(3) 

                                                 
19 Froot（1991）、Yang et al.（2000）、Tsai（1991）、Dees（1998）以及Woodward & Rolf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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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式中，L 表示取自然對數 log 後的值，t 代表時期，α 是常數項，

ε則為誤差項。取自然對數 log 的用意係可避免極端值誤差的情形。由於

台灣自 2000 年起，執政黨由民進黨取代國民黨，為探討政黨的輪替是否

也是僑外直接投資的原因，所以於上式加入政黨輪替（MTG）為解釋變數

之一；設兩黨執政期間的質化虛擬變數，國民黨為 0，民進黨為 1。另為

了分析在研究期間內，僑外商直接投資是否存在某種時間趨勢，因而添加

年時間趨勢變數（Y）以及月變數（M2~M12）。又由於 2000 年為僑外直

接投資達於最高峰年度，為探討該年度對本模型的實質影響，故新增該年

度虛擬變數（Y6）為解釋變數。  

第(3)式的實證估計模型中，除了時間變數、世界競爭力、政黨比率及

政黨輪替為當期資料外，由於本研究的變數為內生變數，其結果會受前期

資料的影響，故調整以上一期（t-1）的資料為實證模型參考依據。但研究

發展經費係年資料予以調整為月資料，故參考前 12 期（t-12）資料，而平

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及經濟成長率均為季資料予以調整為月資料，所以參

考前 3 期（t-3）資料。另為使本研究的估計能更精準，所以採用下列數個

檢定方法加以檢定；分別為傑古貝拉檢定（Jarque-Bera Test）、RESET 檢

定、變數共線性檢定、Durbin-Watson 檢定以及 LM 檢定（Lagrange Test）。 

本文除了研究被解釋變數僑外資直接投資總額外，為更進一步瞭解華

僑及外人對台灣的直接投資決定因素是否也有所差異，以及僑外直接投資

於不同產業別—製造業及服務業，其決定因素是否也不相同，故增加上述

幾項為被解釋變數。各項被解釋變數所採用的解釋變數，除產業別的工資

針對各產業別區分外，其餘的解釋變數均相同。各實證模型的解釋變數組

合如表 8 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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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各實證模型的解釋變數組合 

模型  解釋變數 

僑外資  
總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匯率、利率、研究發展經費
、犯罪率、經濟成長率、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對中國貿易依存度
、世界競爭力、政黨比率、政黨輪替、年變數、第 6 年虛擬變數、月
變數 

僑資  
總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匯率、利率、研究發展經費
、犯罪率、經濟成長率、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對中國貿易依存度
、世界競爭力、政黨比率、政黨輪替、年變數、第 6 年虛擬變數、月
變數 

外資  
總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匯率、利率、研究發展經費
、犯罪率、經濟成長率、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對中國貿易依存度
、世界競爭力、政黨比率、政黨輪替、年變數、第 6 年虛擬變數、月
變數 

製造業  
製造業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匯率、利率、犯罪率 
、研究發展經費、經濟成長率、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世界競爭力
排名、政黨比率、政黨輪替、對中國貿易依存度、年變數、第 6 年虛
擬變數、月變數 

服務業  

服務業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匯率、利率、犯罪率 
、研究發展經費、經濟成長率、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世界競爭力
排名、政黨比率、政黨輪替、對中國貿易依存度、年變數、第 6 年虛
擬變數、月變數 

二、實證資料來源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探討影響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台

灣自 1994 年起，因積極推動「六年國建計畫」、「亞太營運中心」等重大

建設，且採取獎勵措施，致力於吸引以出口為主的僑外投資等政策生效，

流入的外資逐年提高。而世界各國投資台灣的金額，隨著國際經濟情勢，

自 1995 年起有明顯波動及上揚的趨勢。另台灣自 2000 年後政黨輪替，新

執政黨從 2000 年起至 2004 年約執政五年，為使比較具一致性，以 2000

年為基準，取新舊執政黨前後 5 年的月資料作為比較基礎。因此本研究的

探討期間自 1995 年 1 月至 2004 年 12 月，共涵蓋 10 年的時間數列月資料。

本研究的每一變數資料來源，將分述如下。 

有關本研究模型的被解釋變數為自 1995 年起各月僑外投資總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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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及外人各別投資額及僑外直接投資於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總金額，採用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月報》及其網站上的

統計資料。另一方面，本研究模型解釋變數中的匯率及利率資料來源可由

中央銀行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金融統計月報》及其網站上的資料庫而獲

得，研究發展經費則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的《科學技術統計要覽》

取得；而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經濟成長率、平均每人國

內生產毛額等資料來源分別為行政院主計處編印的《統計手冊》、《人力資

源統計月報》及其網站－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上的資料。至於世界競爭力

的排名資料取自瑞士洛桑管理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的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另外，對中

國貿易依存度中的進出口資料來源為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的

AREMOS資料庫所提供。最後，解釋變數中的政治社會穩定度，選定的是

政黨比率，摘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上的資料－歷屆公職人員選舉

資料與內政部警政署的《警政統計月報》中的犯罪人口率。20以上各變數

都以國內生產毛額平減指數，或消費者物價指數，平減成以 2001 年為基

期的價格，以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 

                                                 
20 請參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main.htm。 

41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main.htm


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 

第二節 實證變數說明 

由前所述，台灣的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匯率、利率、

研究發展經費、經濟成長率、世界競爭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對中

國貿易依存度以及代表政治社會穩定度的政黨比率、犯罪率等，都是影響

華僑及外人直接到台灣投資規模大小的重要指標因素。以下針對上述幾項

變數，詳細說明其定義及解釋變數對華僑及外人直接投資台灣的影響。 

所謂的工資即為勞工成本，本研究以工業及服務業的加總實質月平均

值為計算基礎，另區分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實質工資。在所有的生產要素成

本中，工資的高低是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考量因素，特別是對勞力

密集的產業而言。Lucus（1993）認為，一國工資的上升會促使該國生產

成本提高，進而降低其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的意願。此種工資與僑外直接投

資呈負向相關，也在許多研究中被證實。例如 Dunning（1973）認為企業

選擇海外投資時，會受到勞動成本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地主國的工資

愈高，其吸引到僑外直接投資規模愈小。 

生產力在經濟學的概念為產出與投入的比率，勞動生產力指數係以工

業生產指數為產出，勞動總工時指數為投入，並以 2001 年為計算基期所

得的月資料。21高等教育率係指大專及以上教育程度別占民間 15 歲以上人

口比率。中央銀行根據UNCTAD公布的 2002 年世界投資報告，研究指出

1990~2000 年外人直接投資前十大國家吸引力，其吸引外資因素包含擁有

高素質人力，亦即受大專以上教育程度別的高等教育人力。由於這段期間

正是台灣積極引進僑外資投入高附加價值產業階段，因而得出本變數。本

研究假設，勞動生產力指數及高等教育率愈高，使得僑外直接投資規模愈

大而呈正相關。 

                                                 
21 勞動生產力指數之解釋請參閱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相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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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匯率為新台幣兌換美元的月平均值。而匯率的變動，可藉由許多

方式影響僑外直接投資額度。Froot（1991）及 Olibe & Crumbly（1997）

從地主國的匯率穩定度加以探討，因地主國貨幣如果貶值，則對外投資將

因生產及投資成本降低而帶來利益。因此，本研究假設，投資國的貨幣相

對於地主國升值時，將會增加對地主國的直接投資。 

利率即為資金的借貸成本，也是對外直接投資理論中常被討論的變

數，本研究採用銀行業一年期存款牌告利率作為解釋變數。之所以採用一

年期存款牌告利率，是因為跨國企業對外投資屬一年期以上的長期性投

資，所以採用為解釋變數具代表性。經濟學指出當一國的利率降低，因為

資金使用成本降低，則廠商會提高其投資意願。UNCTAD（1997）在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7 中證實了這個觀點。根據上述論點，本研究假設當

地主國的利率降低，則跨國企業會增加其向當地銀行貸款的意願而擴大其

投資規模。 

地主國的研究發展環境是否優於自投資國引進新技術，也是跨國企業

考慮的一項重要因素。就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調查的報告（2004）指出，在台灣外資廠商的技術來源主要是來自於在台

灣的研發人員自行研發，且其成就優於自海外引進。因此本研究將研究發

展經費設定為一項重要的解釋變數。UNCTAD 於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 中計算 FDI 潛力流入指數指出，如果研究發展經費占國民所得比重

愈高，則直接投資流入潛力指數愈高。因此本研究假設研究發展經費與僑

外直接投資為正向關係。 

世界競爭力的排名是代表地主國的經濟發展是否具有潛力的表徵，是

跨國企業考量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參考指標。世界競爭力的排名係依經濟

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及基礎建設 4 大類、20 個中分項和 314 個細項

指標綜合計算。根據 UNCTAD 於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 中計算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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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力流入指數認為，地主國的國家風險如果愈高，則 FDI 潛力流入指數則

愈低，跨國企業愈不願意投資該國。由此推導可知，如果地主國於世界競

爭力的排名愈佳者，可說其國家風險愈低，經濟發展潛力愈佳，則跨國企

業會提高其投資該地主國的意願。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為平均每位

在本國的人，其在本國（或一定地區）疆域以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之生

產成果，不論這些生產者係本國人或外國人所經營者。而經濟成長率則是

以 2001 年為基期計算的國內生產毛額年增率。22投資國透過外資引進新思

想，進而移轉新技術將使地主國的經濟因而成長。每人國內生產毛額除了

表示經濟成長成果以外，亦可代表地主國市場潛力大小。當地主國的每人

國內生產毛額愈高，代表其市場潛力愈大。由於僑外考量直接投資決策

時，會根據當地的市場潛力規模，而決定其投資額度，以利產品在當地的

銷售。因此本文假設地主國國內市場潛力愈大，愈具有吸引僑外直接投資

的吸引力。Sun & Yu（2002），以 1986 年至 1998 年間中國 30 個省的追蹤

資料，採混合迴歸分析法證實了一省的市場大小，對吸引FDI有正面影響

效果。Woodward & Rolfe（1993）則證實經濟成長率與外人直接投資間有

正相關。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經濟成長率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愈

高，則僑外直接投資規模將愈大而呈正向關係。 

就一般所觀察到的現象來說，跨國企業傾向於投資在政治社會穩定度

較高的國家，以減少資訊的不確定性及風險性。本研究選用政黨比率與犯

罪率為解釋變數。政黨比率指的是泛藍政黨減泛綠政黨的得票數差值絕對

值比率。23 Tallman et al.（1988）證實當地主國的政治社會愈穩定，對僑

外直接投資的吸引力愈大。因此本研究假設犯罪率愈高，治安則愈不穩

                                                 
22 請參閱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中對每人GDP及經濟成長率的簡介。 
23 泛藍政黨得票數比率指的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的得票數加總占當次選舉總 

票數的比率；泛綠政黨得票數比率指的是民主進步黨（民進黨）及台灣團結聯盟（台聯）的

得票數合計占當次選舉總票數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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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僑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呈反向關係。而政黨比率中，若泛綠為執政黨

且其得票數愈接近於泛藍政黨，就台灣現況來看則政局相對愈不穩定，表

示政黨衝突的可能性增大，僑外直接投資規模因而可能縮減，故政黨比率

與僑外直接投資規模關係為正相關。 

另一項重要的可能決定因素為台灣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台灣對中國

的貿易依存度係根據對中國的貿易總額（含香港及澳門）除以台灣的總貿

易額。根據劉孟俊等（2004）的研究發現，僑外商對於台灣與中國兩岸貿

易發展情勢相當關心，並積極希望兩岸的貿易關係趨於熱絡。綜合前述，

本研究假設投資國對地主國的投資規模越大，表示對兩岸的貿易發展愈樂

觀，所以台灣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呈正相關。各項實證變數的說明與基本

統計量彙整於表 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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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實證變數說明 
英文 
代號  變 數  變數說明  平均值  標準差

預期影
響方向

AFDI  實際僑外直接投資額  華僑及外人在台灣的實質直接投資
額 (千美元)  342,955  202,602  

FFDI  實際華僑直接投資額  華僑在台灣的實質直接投資額 
(千美元)  10,123  24,638  

OFDI  實際外人直接投資額  外人在台灣的實質直接投資額 
(千美元)  332,872  200,710  

IFDI  製造業直接投資額  華僑及外人在台灣的製造業實質直
接投資額 (千美元)  139,786  101,830  

SFDI  服務業直接投資額  華僑及外人在台灣的服務業實質直
接投資額 (千美元)  196,089  151,719  

WAGE  總平均工資  所有行業合計平均工資 (元)  40,860  9,329 － 

IAGE  製造業平均工資  製造業合計平均工資 (元)  37,862  9,097 － 

SAGE  服務業平均工資  服務業合計平均工資 (元)  43,219  10,152 － 

PROD  勞動生產力指數  製造業的勞動生產力指數 (%)  94.93  16.40 ＋ 

EDP  高等教育率  大專及以上教育程度別占民間 15
歲以上人口比率 (%)  0.11  0.02 ＋ 

EXR  匯率  新台幣兌換美元的月平均值 (%)  31.58  2.96 ＋ 

RBC  利率  銀行業一年期存款牌告利率 (%)  3.28  1.80 － 

OFR  犯罪率  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65.30  8.48 － 

RDE  研究發展經費  平均每月研究發展經費 (百萬元)  15,958  3,480 ＋ 

GGDP  經濟成長率  國內生產毛額年增率 (%)  4.52  2.86 ＋ 

PGDP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元)  102,188  9,782 ＋ 

WCI  世界競爭力  台灣在 IMD 世界競爭力的排名 (%)  6.02  1.05 ＋ 

BMG  政黨比率  泛藍減泛綠得票數比率差絕對值 (%)  0.19  0.13 ＋ 

MTG   政黨輪替  執政黨由國民黨轉為民進黨 (0、1)  0.46  0.50 ？ 

CTTRD  貿易依存度  台灣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 (%)  17.50  3.70 ＋ 

Y  年趨勢變數  年時間趨勢變數    ？ 

Y6  第 6 年虛擬變數  2000 年時間虛擬變數    ？ 

M2~M12  月虛擬變數  第 2 月至第 12 月時間虛擬變數    ？ 

資料來源：華僑及外人在台灣的直接投資額，採用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月報》

及其網站上的統計資料。匯率及利率資料來源取自於中央銀行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金融統計月報》

及其網站上的資料庫；工資、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及犯罪率等資料來源分別為行政院主計處

編印的《統計手冊》、《人力資源統計月報》及其網站－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上的資料；研究發展經費

則取自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科學技術統計要覽》；世界競爭力資料來自瑞士洛桑管理學院的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貿易依存度資料來源為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的 AREMOS 資料

庫所提供；政黨比率選定的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提供的歷屆公職人員選舉資料；犯罪率為內政

部警政署出版的《警政統計月報》中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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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討 1995 年至 2004 年間，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

定因素，並就僑外投資總額、華僑及外人、製造業與服務業等分別加以分

析，得到較完整的結果。本章先詳細說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於第

一節中闡明使用複迴歸模型的最小平方法原因，並提出建置本研究的實證

模型及說明實證資料的來源。其次，於第二節中則陳述依據本研究實證模

型設立的實證變數。本章經整理重點如下： 

一、研究方法說明與實證資料來源 

本研究的設計係採用時間數列月資料的複迴歸模型，使用月資料的最

大優點是有助於提高樣本數與自由度，使估計較為精確。接著以普通最小

平方法求得樣本觀察值與估計值差異的平方和為最小。據此模型設定本研

究的實證模型，並分別以每月華僑及外人在台灣的實質直接投資總額、各

別投資金額及對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投資額、每月的實質平均工資、每月製

造業的勞動生產力指數、每月高等教育率、每月以新台幣表示的平均匯

率、每月公布的銀行業一年期存款牌告利率、每月的犯罪人口率、每月研

究發展經費、每月的經濟成長率、每月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政黨比率、

世界競爭力、政黨輪替、每月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與年及月的時間虛擬變

數等來建置本模型。 

在實證資料來源方面，資料範圍以 1995 年至 2004 年間，上述實證模

型中的各項變數資料，分別取自《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月報》、《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金融統計月報》、《科學技術統計要覽》、《統計手冊》、《人

力資源統計月報》、《警政統計月報》、上述各出版品政府機關之相關網站、

瑞士洛桑管理學院的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財團法人經濟資

訊推廣中心的 AREMOS 資料庫及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上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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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變數說明 

實證模型設定後，本研究對實證變數進行假設。透過回顧相關文獻探

討後，本研究初步假設為：正相關的變數有勞動生產力指數、高等教育率、

匯率、研究發展經費、經濟成長率、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世界競爭力、政

黨比率及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負相關的變數有實質平均工資、利率與犯

罪率。至於不確定預期影響方向的則有政黨輪替及時間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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