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 

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與模型檢驗 

本章中，將解釋本研究實證模型的迴歸分析結果。第一節先對實證模

型加以檢測，在確認最恰當的實證模型後，以普通最小平方法進行估計，

並分析所得的估計結果。第二節則使用數個計量統計檢定方法，以驗證實

證模型的正確度。使得減少實證模型和估計結果發生錯誤的機會，並使研

究過程更為嚴謹。 

第一節 實證結果分析 

由於僑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很多，本文設定以下幾種變數加以分

析，即為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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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比

率、政黨輪替與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又為探討 2000 年時僑外直接投資

達到最高峰時的顯著性，加入第 6 年虛擬變數予以分析；另由於採用時間

數列月資料，所以本研究需考慮到受時間影響的趨勢變化，故而另加入年

時間趨勢變數及月虛擬變數加以驗證。 

為確定恰當的實證模型，先針對上述變數做適當資料整理後，以成對

變數方式檢測變數的共線性，進而確立某個變數是否與其他變數具高度相

關性，經檢定結果，發現勞動生產力指數（PROD）、高等教育率（EDP）、

對中國的貿易依存度（CTTRD）及年時間趨勢變數（Y）這四種變數，與

其他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絕對值高達 0.9 以上，具有高度的共線關係，所

以淘汰上述變數。本研究經上述檢定後，實證模型修正第（2）式如下式，

而實證結果如表 10。24

)12~2,6,,,,,,,,,,( MMYMTGBMGWCIPGDPGGDPRDEOFRRBCEXRWAGEfAFDI=

                                                

(4)

 
24 匯率（EXR）資料經延遲期數估計，取模型結果R2值最高者，以前 9 期（t-9）的資料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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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實證模型估計結果 
變數  僑外資  僑資 外資 製造業  服務業 

11.96*** 13.73*** 11.66*** 11.19*** 11.50***
常數項  (27.90) (7.13) (27.55) (17.83) (18.99) 

-9.9×10-2*** -1.9×10-2 -0.11*** -9.9×10-2** -0.10**
工資  (-3.14) (-0.14) (-3.22) (-2.11) (-2.16) 

2.9×10-4 -3.1×10-4 3.5×10-4 9.0×10-4** -3.3×10-4
匯率  (0.80) (-0.25) (0.95) (2.24) (-0.74) 

9.4×10-2* 8.3×10-2 0.10*** 0.10** 9.3×10-2**
利率  (3.33) (0.61) (3.36) (2.29) (2.20) 

1.4×10-4 2.7×10-4 1.3×10-4 -4.6×10-4 1.0×10-3***
研發經費  (0.43) (0.24) (0.41) (-1.31) (2.77) 

5.6×10-3 -5.8×10-2** 7.1×10-3 -2.5×10-3 8.5×10-3
犯罪率  (0.97) (-2.48) (1.22) (-0.32) (1.03) 

-6.0×10-3 -1.6×10-2 -7.1×10-3 1.5×10-2 -1.9×10-2
經濟成長率  (-0.46) (-0.23) (-0.54) (0.67) (-1.04) 

5.9×10-3 1.4×10-2 7.0×10-3 -1.6×10-2 1.9×10-2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0.45) (0.20) (0.53) (-0.68) (1.04) 

 0.11** -0.26 0.13*** 0.11 7.9×10-2
世界競爭力  (2.24) -1.14 2.70 1.55 1.31 

0.19* -1.94*** 0.24** 0.20 0.19 
政黨輪替  (1.63) (-3.65) (2.03) (1.15) (1.13) 

-0.22 -2.05 -0.12 -6.4×10-2 -0.55 
政黨比率  (-0.69) (-1.38) (-0.39) (-0.13) (-1.37) 

0.65*** 0.16 0.67*** -3.6×10-2 1.02***
第 6 年虛擬變數  (4.85) (0.28) (4.90) (-0.19) (5.86) 

-0.29 -0.67 -0.24 0.28 -0.60**
第 2 個月虛擬變數  (-1.55) (-0.83) (-1.24) (1.07) (-2.59) 

9.6×10-3 0.29 6.7×10-2 0.51* -0.36 
第 3 個月虛擬變數  (0.06) (0.35) (0.37) (1.82) (-1.27) 

-5.1×10-2 -2.29*** 4.0×10-2 0.38 -0.36**
第 4 個月虛擬變數  (0.40) (-2.96) (0.28) (1.50) (-2.11) 

0.27 0.17 0.35* 0.87*** 5.5×10-3
第 5 個月虛擬變數  (1.49) (0.22) (1.79) (3.45) (0.03) 

0.42** 1.00 0.46** 0.93*** 0.21 
第 6 個月虛擬變數  (2.26) (1.24) (2.41) (3.56) (0.90) 

0.57*** 2.18*** 0.58*** 1.14*** 0.30**
第 7 個月虛擬變數  (4.81) (2.76) (4.13) (4.44) (2.06) 

0.21 1.58* 0.26* 0.69** -0.11 
第 8 個月虛擬變數  (1.48) (1.93) (1.69) (3.12) (-0.49) 

0.20 0.16 0.27* 0.84*** -0.18 
第 9 個月虛擬變數  (0.12) (0.20) (1.82) (3.12) (-0.84) 

0.25** 3.3×10-2 0.30** 0.56** 0.12 
第 10 個月虛擬變數  (2.14) (0.04) (2.18) (2.21) (0.78) 

0.51*** 0.28 0.58*** 0.61** 0.57***
第 11 個月虛擬變數  (3.72) (0.34) (3.87) (2.29) (2.85) 

0.69*** 0.65 0.72*** 1.07*** 0.46**
第 12 個月虛擬變數  

(4.84) (0.82) (4.64) (4.16) (2.48) 
樣本數  120  120 120 120  120 

R2  0.54  0.50 0.55 0.37  0.57 
Adjusted R2  0.44  0.38 0.45 0.22  0.47 

JB 檢定  21.27  0.33 18.26 10.12  1.91 
F 檢定  5.19*** 4.35*** 5.36*** 2.55*** 5.81***

LM 檢定  2.6×10-4  -2.8×10-3 7.7×10-4 -5.0×10-5  2.5×10-4

輔助迴歸之R2  0.78  0.78 0.78 0.78  0.78 
註：1. ***、**、*分別表示在 1%、5%、10%的顯著水準下，以雙尾檢定拒絕虛無假設。

  2. 括號內數字為 t 值。 
    3. 第 6 年虛擬變數為西元 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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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僑外資及外資兩種模型估計結果 

從前述表 5 資料所提供的資訊可知，僑外資的直接投資幾乎由外資流

入（約 97%），僑資僅占微小比例（僅約 3%），因此僑外資與外資估計結

果，依表 10 顯示，顯著變項除月虛擬變數有些微差異外，其餘完全相同。

計有工資、利率、世界競爭力、政黨輪替及第 6 年虛擬變數。月虛擬變數

方面，僑外資的顯著月份為 6、7 月及 10 至 12 月；外資的顯著月份則自

第 5 月至第 12 月。顯著變項中，工資估計結果為負相關，這意味著僑外

資及外資認為台灣的實質工資愈高，會提高其投資成本，因而降低其投資

意願。此實證結果與 Dunning（1973）、Lucus（1993）的研究結果相同。 

利率估計結果，與僑外資及外資的直接投資呈正相關，此結果與預期

情況不符。根據凱因斯學派說法，當利率很低，投資成本跟著降低，理應

使企業家增加投資；但因人們對市場預期相當悲觀，減少有效需求，造成

廠商投資意願低落，致有違常理；此時可能存在「投資性陷阱」，所以估

計結果與預期不符。25故在此同時即使利率水準很低，但仍相對高於投資

報酬率，所以企業就沒有意願投資。因此符合對外直接投資理論中的新古

典理論，認為跨國企業資金成本會由投資報酬率低的國家，流向投資報酬

率高的國家。這結果也吻合台灣目前的現況，由於台灣自 1998 年後名目

利率即逐漸走低，但投資動能仍顯不足，正足以證實此論點，並有助於解

釋當地廠商認為投資報酬率低於利率，所以不願意借錢投資的現象。 

世界競爭力估計結果，與模型呈正相關，符合預期結果，並與 UNCTAD

（2005）報告中的 FDI 流入潛力指數結果一致。由於 IMD 計算的世界競

爭力的排名，係根據地主國的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及基礎建設

等加以考量，所以名次愈好的話，表示跨國企業認為台灣愈具經濟發展潛

力，所以愈願意在台灣投資。 
                                                 
25 請參閱《經濟日報》，2001 年 3 月 11 日 7 版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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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黨輪替估計結果呈正相關，表示執政黨由國民黨轉為民進黨

後，僑外資及外資看好新執政黨的執政能力，可能認為新執政黨對於僑外

資及外資的直接投資採取更開放的政策，例如 2000 年時開放「固定通訊

業務」及允許外人設立保險公司等項政策，所以對投資行為趨於熱絡。 

僑外資的月虛擬變數僅 6、7 月及 10 至 12 月顯著，表示僑外資投資

集中於此數個月份。而外資從 5 月以後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顯示外資

投資台灣從 5 月後趨於熱絡。另兩模型第 6 年虛擬變數均呈正向關係，可

以察知 2000 年投資達到最高峰的程度相當明顯。此係因台灣開放「固定

通訊業務」以及允許外人設立保險公司兩項利多因素，致使外資紛紛湧入

台灣的服務業而使該年投資總額達到歷年來的最高點。 

其餘變數如匯率、研究發展經費、犯罪率、經濟成長率、每人國內生

產毛額與政黨比率等都不顯著，反映出上述變數，並非僑外資及外資對台

灣的直接投資所考慮的決定因素。 

二、僑資模型估計結果 

表 10 中，僑資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出現顯著結果的有犯罪率、

政黨輪替以及月虛擬變數。犯罪率所得估計結果，與華僑直接投資呈負向

關係，反映出華僑相當重視社會治安程度。由於來台投資的華僑其社經地

位較一般的台灣人高，近年來台灣富商被綁票的負面消息較多，可能導致

華僑怯步於投資台灣。26此估計結果亦符合Tallman（1988）及Woodward & 

Rolfe（1993）的論點，認為地主國的社會治安愈差，愈無法吸引跨國企業

投資。 

至於政黨輪替估計結果，與華僑直接投資呈負相關，其結果與僑外資

及外資模型相反。表示執政黨由國民黨轉為民進黨後，華僑對新執政黨的

                                                 
26 請參閱《中時電子報論壇新聞》，2005 年 7 月 13 日。 

52 



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 

執政能力信心減弱，所以縮小投資規模。從表 5 觀察華僑直接投資得知，

自 2000 年執政黨由國民黨轉為民進黨後，華僑不論投資於製造業或服務

業的金額均呈顯著減少，以 1999 年與 2004 年的投資金額比較，製造業減

少 5 倍，服務業減少超過 11.5 倍之多。台灣自 1949 年起，由國民黨執政

約 50 年，該期間政治穩定；而自 2000 年轉由民進黨執政，華僑可能認為

台灣換新執政者後，擔心政黨的衝突很可能會擴大，這種預期政治不穩定

的心理，使得其對台灣的投資怯步。此實證結果與 Tallman et al.（1988）

的結果相符。 

另外月虛擬變數 4 月時為負相關，顯示 4 月份時華僑投資普遍減少。

而 7、8 兩月則為正向關係，其餘月份則不顯著，表示華僑投資集中於此

兩個月份。其他的變數如工資、匯率、利率、研究發展經費、經濟成長率、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世界競爭力、政黨比率與第 6 年虛擬變數等都不顯著，

反映出華僑對台灣的直接投資所考慮的決定因素不包含以上變數。 

三、製造業模型估計結果 

在製造業的實證模型估計結果中，具有顯著影響的變數有工資、匯

率、利率及月虛擬變數。工資及利率所呈現的結果與僑外資及外資模型相

符，由於前述模型已探討過此二變項的結果，故本模型不再贅述。 

匯率所得估計結果呈正相關，與預期結果相符，並與 Froot（1991）

及 Olibe & Crumbly（1997）的實證研究結果一致。此結果可從兩方面加以

探討，一方面跨國企業認為所投資的地主國貨幣如果貶值，對外投資將因

資金投入成本降低而增加其資金效益；另方面因地主國產品的出口成本降

低而有利出口競爭。 

月虛擬變數除 2、4 月不顯著外，其餘的月份都有顯著的正相關。即

跨國企業投資製造業時，除 2、4 月較少外，其餘月份均相當熱絡。而其

53 



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 

餘的不顯著變數，反映出非僑外商投資台灣的製造業所考量的決定因素。 

四、服務業模型估計結果 

最後，僑外直接投資於台灣的服務業決定因素中，出現顯著相關的除

第 6 年虛擬變數及月虛擬變數外，有工資、利率及研究發展經費共三項。

工資、利率及第 6 年虛擬變數共三項變數所呈現的結果與僑外資及外資模

型相符，前已分析過結果，本模型不再分析。而研究發展經費估計結果呈

正向關係，此實證結果與 UNCTAD（2005）計算 FDI 流入潛力指數結果

一致，亦即研究發展經費占國民所得比重愈高，則 FDI 流入潛力指數愈

高。這意味著僑外投資服務業時，相當注重台灣的研發創新能力；尤其是

投資占大宗的金融保險業，更是注重金融商品行銷導向的創新。 

月虛擬變數中，影響較顯著的有 2、4 月都為負相關，表示僑外商投

資服務業時，在這二個月的投資減少；而 7、11 及 12 月都為正相關，顯

示投資較集中於上述幾個月份。另其餘的不顯著變數，表示都不是僑外投

資於服務業所注重的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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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型檢驗 

對實證模型正確度的相關檢驗，可以減少發生錯誤估計的結果，且使

得研究過程更為嚴謹。本研究先驗證模型是否有異質變異的情形，經檢定

後發現僑外資、外資及服務業模型的B-P值均大於卡方值 33.92，因此，對

上述模型作異質變異的修正。之後，本研究再利用以下的JB檢定、RESET

檢定、變數共線性檢定、Durbin-Watson檢定以及LM檢定，加以檢驗實證

模型的正確度，以及增加實證結果的可信賴度。27

一、誤差項是否為常態分配？  

為驗證本文所選擇的函數型式是最佳的，最理想情況是使誤差項的分

配為常態分配，本研究採用傑古貝拉檢定（JB Test）來加以進行。其統計

值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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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3

6

2
2 kSTJB                                         (5) 

第(5)式中，T為觀察值的個數，S為偏態（skewness），k為峰態

（kurtosis）。28而為檢定此函數型式，令虛無假設H0：誤差項是常態分配，

對立假設H1：誤差項不是常態分配。若拒絕H0表示誤差項不是常態分配，

則所選的函數型態不是最好的模型。 

接著將模型中的相關數值代入第(5)式的JB 統計量。檢定結果，各模

型的JB值如下：僑外資為 21.27、僑資為 0.33、外資為 18.26、製造業為

10.12、服務業為 1.91，在α＝0.05 的顯著水準下，所有的JB值都小於卡方

                                                 
27 關於異質變異檢定、JB檢定、RESET檢定、變數共線性檢定、Durbin-Watson檢定及LM檢 

定，請參閱 Hill et al.（2001）。 
28 偏態指的是在數字 0 附近殘差值的對稱程度，完全對稱的殘差，其偏態為 0。峰態則係表示分 

配的「低潤高狹」的程度。常態分配的峰度值為 3。如果偏態值較高且（或）峰態值與數字 3
相差甚多，那麼會得到較高的傑古貝拉統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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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3.92，所以不拒絕H0，表示誤差項為常態分配。 

二、實證模型是否設定錯誤？ 

本研究使用 RESET 檢定加以檢測此實證模型是否有設定錯誤

（misspecification）的問題？如果實證模型中納入不相關變數、遺漏重要

變數、選擇錯誤的函數型式或模型違反複迴歸模型的假設，都可能會發現

模型有設定上的錯誤。選擇 RESET 檢定，其用意即為發現有否遺漏的變

數與不正確的函數型式。令本研究模型的預測值如下： 

∑ −+=
k

tkkt XDIFLA
1

)1(0
ˆ ββ                               (6) 

第(6)式中，k 表示第 k 項，X 表示解釋變數。此時取預測值的平方模

型如下： 

tt

k

tkkt DIFLAXLAFDI εγββ +++= 1−∑ 2

1
)1(0

ˆ                      (7) 

在第(7)式中，令虛無假設H0： 1γ ＝0，對立假設H1： 1γ ≠0。如果檢定

出的結果為拒絕H0，表示原始的模型設定不適當且可以改進。反之無足夠

證據拒絕H0，則表示此檢定無法發現任何設定上的錯誤。以F檢定得知檢

定結果，各模型的P值：僑外資為 0.18、僑資為 0.51、外資為 0.23、製造

業為 0.14、服務業為 0.39，在所有模型的P值均大於α＝0.05 的顯著水準

下，無法拒絕H0： 1γ ＝0 的虛無假設，表示所設定的實證模型，沒有足夠

的證據可以證明本模型有錯誤的情況。 

三、解釋變數間是否具有共線性？ 

由於本研究的資料都是非實驗性的，因此模型當中如果許多解釋變數

會以某種規律性的方式一起變動時，則會產生共線性（collinearity）或線

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問題。這將造成最小平方估計式無法定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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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間所表達的資訊有可能混在一起而無法判斷個別效果，使得無足夠的

訊息以正確地估計實證模型中所有參數。 

本研究採用成對的解釋變數之間的樣本相關係數加以檢定。檢定結果

顯示，所有成對解釋變數之間的樣本相關係數都小於 0.86。所以可假定本

研究的解釋變數之間沒有共線性的問題存在。另更進一步估計輔助迴歸

（auxiliary regression）檢定研究發展經費和其他解釋變數之間是否存在線

性重合問題，所得結果R2值所有模型都未超過 0.8，所以無足夠的證據足

以證明有線性重合的現象。 

四、殘差項是否存在自我相關？ 

由於本文係採用時間數列月資料，所以需考慮到誤差項可能存在自

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的問題存在，以免導致估計值錯誤而影響區間估

計與模型驗證的正確度。針對此問題，本文設定此實證模型的誤差項一階

自我迴歸模型如下所示： 

ttt υρεε += − )1(                                            (8) 

其中， 的獨立隨機誤差項，如果ρ＝0，則),0(~ 2
υσυ Nt tt υε = ，所

以第(8)式不具自我相關。另將本模型第(6)式改寫為第(9)式： 

tt

k

tkkt XLAFDI υρεββ +++= −−∑ )1(
1

)1(0                     (9) 

如果 1−tε 是可觀察的，則以LAFDIt對Xk(t-1)進行迴歸，檢測H0：ρ= 0，

並檢定係數ρ的顯著性。由於 )1( −tε 無法觀察，因此以延遲的最小平方誤差

)1(ˆ −tε 代替。 

本研究先以Durbin-Watson檢定，所得結果落於無法判定誤差項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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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相關的上下界限之間。所以再以LM檢定予以驗證，檢定結果發現各

模型的係數ρ的P值分別為：僑外資 0.18、僑資 0.51、外資 0.23、製造業

0.14、服務業 0.39，在所有P值均大於α＝0.05 的顯著水準下，無足夠證據

拒絕H0，所以可得本研究實證模型的誤差項不存在自我相關。 

經由上述的數個統計檢定，先做異質變異檢定並予以修正後，再做其

他檢定得出，本研究實證模型的誤差項為常態分配，且無足夠證據可證明

模型有任何設定上的錯誤情形，同時解釋變數間沒有共線性問題及誤差項

不存在自我相關現象。因此，本研究的實證模型所推估的研究結論，具有

相當的可信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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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依據前章的研究設計，就說明的研究方法對實證模型加以推估，

並分析估計的普通最小平方迴歸模型結果。第一節中針對非實驗性的資料

加以驗證，得出實證結果並予以分析。為進一步瞭解實證模型正確性，於

第二節中使用更多的計量統計檢定方法加以檢驗。本章經彙整後如下： 

一、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 1995 年至 2004 年間的時間數列月資料，以普通最小平方

迴歸模型，估計僑外資、僑資、外資、製造業及服務業等五種模型的直接

投資決定因素。結果顯示在僑外資及外資的模型中，其顯著變數有工資、

利率、世界競爭力及政黨輪替。僑資模型的顯著因素有犯罪率及政黨輪

替。製造業模型的顯著變數有工資、匯率及利率。而服務業模型則有工資、

利率及研究發展經費為顯著變項。另各模型的時間變數方面，僑外資、外

資及服務業等模型的第 6 年虛擬變數具顯著效果。在月虛擬變數方面，投

資正相關的月份，僑外資為 6、7 月及 10 至 12 月；僑資為 7、8 兩月；外

資為 5 月後各月；製造業則於 3 月及 5 月後各月；服務業則為 7、11 及 12

月。又僑資及服務業兩模型中，4 月均為負相關。至於其他不顯著變數，

表示都不是僑外直接投資所關注的因素。 

二、實證模型檢驗 

本文利用多種統計檢定進行模型正確度的檢測，以驗證本研究計畫結

果的準確性。這些檢定分別為 JB 檢定、RESET 檢定、變數共線性檢定、

Durbin-Watson 檢定及 LM 檢定。檢定結果發現，本研究實證模型的誤差

項為常態分配及不存在自我相關現象，且無足夠證據可證明模型有任何設

定上的錯誤情形，同時解釋變數間沒有共線性問題。因此，本文的實證模

型所推估的研究結論，具有相當的可信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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