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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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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將於本章中針對相關的文獻分為三個部分予以回顧。首先，第一節部

分就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定義，即瞭解研究主要對象的行為定義。接著，於

第二節部分探討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理論，而研究主要對象－僑外商，其

直接投資台灣的相關文獻則於第三節中闡述。最後，本章將於第四節中就

前三節部分，統合彙整為本章小結，以串聯本章所分析的相關文獻與本文

的關聯性。 

第一節 對外直接投資定義 

世界各國的跨國企業為謀求其企業的最大利潤，在全球自由貿易的推

動下，於是跨國對外直接投資。而要瞭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

必須先探討對外直接投資的定義為何。本節將由學者、國際組織及台灣官

方組織就對外直接投資的定義分別說明如下： 

有些學者將對外投資依其目的分為「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如

Bernhardt（2003）認為對外投資（foreign investment）係指將資本或原物

料，從一個國家（稱為資本輸出國）移轉至另一個國家（稱為地主國），

藉著直接或間接的參與所投資的企業以獲取利潤。王泰允（1981）更進一

步闡述，認為前者目的是為取得事業的經營控制權；而後者目的只是基於

獲得股利收入，並没有參與所投資事業的管理工作。Root（1987）則將對

外直接投資（FDI）定義為：企業為了取得管理上的控制權，所做長期股

本的投資方式；並且不僅是純粹的以貨幣資產移轉，而是進一步的將經營

管理能力、技術知識、資本等所有資產一併移轉的擴大海外市場的過程。

而趙曙明（1997）則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企業或個人在國外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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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並對該企業的經營管理擁有一定程度控制權的投資活動。 

聯合國貿易暨發展協會（UNCTAD，2003）採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996）

及國際貨幣基金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1999）就對外直接

投資定義：一個經濟體系中的常駐企業（直接投資企業），就另一個經濟

體系（直接投資者）的常駐企業，對所取得的企業目標給予持續的關注，

而此持續的關注意味著介入投資者與國外企業的管理，為一種意義重大的

長期關係。 

另外，台灣經濟部（2002）「國外投資或技術合作輔導及審核處理辦

法」第 5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國外投資，係指我國國民或公司依下列之方式所

為之投資。（一）、持有國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但不包括短期國外有價

證券之購買。（二）、在國外設立分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三）、對前二

款所投資事業提供一年期以上貸款。 

因此，由上述相關文獻可知對外直接投資的定義為：企業為擴大其公

司營運版圖，主動擁有國外分公司高度管理控制權，並移轉其國內資本、

經營管理能力、技術知識、原物料等生產資源的長期持續性的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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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外直接投資相關理論 

跨國企業為擴大其營業版圖等目的，決定對外直接投資。但究竟是什

麼因素使得跨國企業甘冒風險，踏出國界而對外國投資？由相關文獻可瞭

解，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可區分成需求面因素及供給面因素。在需求

面因素上，包括地主國的政治社會穩定性、勞工成本、市場大小、區位經

濟整合及其所提供的投資誘因等構成。而供給面因素則由廠商的規模經

濟、寡占程度、產品生命週期、無形資產及內部化行為等所組成。所以，

對外直接投資主要論點，原則上可依上述需求面及供給面等因素而分為兩

種類型，即國際貿易上的比較利益法則與產業組織特性兩個論點，接下來

即根據上述兩個論點為基礎，回顧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理論。 

一、比較利益法則 

國際貿易上的比較利益法則論點認為，跨國企業到國外投資目的是為

了持續其產品的比較利益。當產品的生產技術已達標準化，而企業為了降

低生產成本，則會移轉其生產活動，到工資和技術水準較低的開發中國家

或低度開發國家。例如：新古典理論（Neoclassical Theory）、區位理論

（Location Theory）、產品生命週期理論（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PLC）。

以下分別就這三個理論加以說明： 

（一）、新古典理論 

傳統來說，新古典理論認為資本會由投資報酬率較低的國家，移動到

投資報酬率較高的國家，所以資本流動是以獲取最高利潤為原則，如此的

現象會一直持續到兩國的資本報酬率都相同為止。使得兩國的生產水準提

高，利益並由投資國及地主國共享。所以，此理論認為，跨國企業會將其

資本在本國與他國間做最有效率的轉移，從而發生了對外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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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新古典理論在實證研究上仍有爭論存在。例如，

Scaperlanda & Mauer（1969）證實，美國在 1952 年至 1966 年間，流入歐

洲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實證研究上支持新古典理論。Blais（1975）及 Yang, 

Groenewold & Tcha （2000）亦持相同看法。然而，Walia（1976）卻發現，

美國直接投資的資本和其資本報酬率間不具有顯著的因果關係。 

（二）、區位理論 

區位理論認為，跨國企業為取得廉價的原物料、勞工等生產要素以獲

取競爭上的優勢，而跨國在某地進行投資。該地區經不斷的投資而形成群

聚效果－包括區位化經濟、規模經濟與都市化經濟；跨國企業並利用各國

區位化上的比較利益，結合其本身優勢，進而創造經濟規模與綜合績效。

Krugman（1991）修正該理論，指出跨國企業會考慮到節省運輸成本，以

實現規模經濟的遠景。因此，傾向於選擇到廠商群聚的地方設廠。

Woodward & Rolfe（1993）針對日商在加勒比海地區做投資區位選擇時，

證實生產上的群聚效果為其投資的重要因素。 

（三）、產品生命週期理論 

根據比較利益法則，Vernon（1966）提出「產品生命週期理論」，將

產品生命週期分成新產品、成熟產品及標準產品等三個階段。依此探討產

品經由生命循環的考量，將生產已達標準化的成熟產品引進工資較低廉的

國家生產，從而降低其生產成本以獲取較高的利潤。此理論解釋了美國跨

國企業的對外投資行為。但對於日本的對外投資模式則無法加以解釋。

Kojima（1973，1978）觀察日本企業於 1960 ~ 1970 年代的對外直接投資

模式，發現主要原因是日本國內的工資上漲、日幣升值，故移轉其生產活

動到要素稟賦具有比較利益的國家生產，以降低其生產成本，維持其國際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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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組織特性 

以產業組織特性論點為依據者認為，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廠商具

有創新產品、專利權、品牌知名度、管理與銷售技巧、融資能力等不完全

競爭優勢，這些優勢也就是所謂的無形資產（Intangible Capital）或廠商特

有優勢（Ownership-special Advantages）。例如：寡占市場結構理論

（Oligopoly Market Structure Theory）、內部化理論（Internalization Theory）

及折衷理論（Eclectic Theory）。接著亦分別闡釋上述三個理論： 

（一）、寡占市場結構理論 

對外直接投資理論各家學者見解不一，最早就跨國企業以寡占行為來

解釋者如 Hymer（1960），認為跨國企業會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處於不完

全競爭市場，且擁有無形資產如自創品牌、專利權、商標、管理行銷技巧

等寡占優勢，使其於赴海外直接投資時，具備克服當地競爭的不利條件而

仍得以發揮其本身競爭優勢，進而獲取高額利潤。 

Caves（1971）則對 Hymer 的理論進一步探討認為，無形資產具有兩

個重要特性：首先，無形資產為企業的公共財，不具排他性，故可以低價

移轉到國外分公司使用。其次，無形資產衍生的效用和地主國的生產行為

具有互補性。 

（二）、內部化理論 

由 Buckley & Casson（1976，1981）所提出的內部化理論認為，由於

跨國企業面對的全球市場，係位在不完全競爭市場，所以購買企業內所需

的產品或服務時，其交易成本可能太高或者會面臨交易風險的不確定性。

為維持企業的競爭力，則可藉由對外直接投資，將外購行為及外部性活動

予以內部化，以降低交易成本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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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衷理論 

如果投資國具有下列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與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則有相當大的動機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並可決定投資的方

式，提出上述論點者，即為Dunning（1980）所提的「折衷理論」（Eclectic 

Theory）。10 Hong & Chen（2001）在實證研究中，分析在中國投資的FDI

決定因素上支持此看法。並發現顯著因素中，跨國企業將運作中國的國內

市場以建置國際生產網絡的發展列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係跨國企業在科技

與管理經驗上占有優勢地位。又中國低廉的勞力成本以及碩大的市場潛

力，都可能是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其他顯著因素尚有地主國貨

幣的貶值、地理距離、文化和跨國際的佈局策略。另根據折衷理論中的區

位優勢考慮的如Kobrin（1978）、Root & Ahmed（1978，1979）、Tallman

（1988）、Woodward & Rolfe（1993）等認為，政治社會安定程度是影響

廠商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地區的重要參考因素。 

另外，有些見解並未從上述的比較利益法則及產業組織特性為切入基

礎。而由地主國的匯率穩定度加以探討的，如 Froot（1991）及 Olibe & 

Crumbly（1997）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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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廠商對外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經濟成長及出

口有幫助。上述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文獻彙總整理如表 3。 

 

 

 

                                                 
10 折衷理論又稱為OLI理論，係取其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 

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與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的英文名稱字首而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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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文獻彙總表 
文 獻 理  論  名  稱 理  論  要  旨 研 究  方  法 

Scaperlanda & 
Mauer（1969） 

 
新古典理論 

( Neoclassical Theory )

企業資本流動係由投資報酬

率較低的國家流向較高的國

家，以獲取最高利潤為原則；

此現象持續至兩國資本報酬

率相同為止。 

 OLS Regression* 

Krugman
（1991） 
Woodward & 
Rolfe（1993） 

 
區位理論 

( Location Theory ) 

跨國企業為取得廉價生產要

素而在某地進行投資以獲取

競爭優勢。該地區經不斷投資

形成群聚效果。 

 
理論研究*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Vernon（1966） 
Kojima（1973） 

 
產品生命週期理論 
(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 ) 

將產品生命週期分成新產品、

成熟產品及標準產品三個階

段。依此探討產品經由生命週

期的考量，將已達標準化階段

產品引進工資較低國家生產，

以降低生產成本獲取高利潤。 

 
理論研究* 
生產函數模型△

Hymer（1960） 
Caves（1971） 

 
寡占市場結構理論 
( Oligopoly Market 
Structure Theory ) 

跨國企業憑恃其本身所擁有

的無形資產為投資的競爭優

勢，以取得因赴海外處於不完

全競爭市場時，具備克服當地

不利情勢的條件，以獲取高額

利潤。 

 
理論研究* 
理論研究* 

Buckley & 
Casson 
（1976，1981） 

 

內部化理論 
( Internalization Theory )

跨國企業於購買企業內所需

的產品或服務時，因面對較高

的交易成本及風險，藉由對外

直接投資，將外購行為及外部

性活動予以內部化，以降低交

易成本及風險。 

 理論研究* 

Dunning
（1980） 

Hong & Chen
（2001） 

 
折衷理論 

（Eclectic Theory） 

投資國因具有所有權優勢、區

位優勢與內部化優勢，所以有

相當大的動機選擇對外直接

投資的方式。 

 

理論研究* 
Quantitative and 
Dynamic Analysis*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註：*表支持；

△
表不具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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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相關文獻 

近期內研究僑外對台灣直接投資的文獻較少，但是研究中國吸引外資

的文獻則相當多。這或許是因為中國市場較具發展潛力，以致於許多學者

均一窩蜂的投入研究。如 Dees（1998）、Cheung & Lin（2003）、Huang， Kuo 

& Kao（2003）、黃智聰、林昇誼及潘俊男（2003）、黃智聰、高安邦及余

姿瑩（2004）等。不過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台灣部分，所以先從早期探

討僑外來台直接投資的研究予以著手。這類研究大多是針對某些問題所進

行的比較分析或探討。以下分別敘述各文獻所研究的成果及發現。 

Riedel（1975）以出口為導向，研究 1954 年至 1973 年間，外人直接

投資開發中國家－台灣的個案，研究發現廉價工資是美國、日本及香港等

前三大外人來台直接投資國家（地區）的共同顯著影響因素。另外，加工

出口區的設立及獎勵投資條例這兩項因素，對日本及香港的投資廠商來

說，具有顯著效果；但對於美國的投資廠商來說，就不具有顯著的影響。

可能是因為美國較重視地主國所提供的投資自由化政策，以利於其從事國

際貿易上比較利益的投資行為，所以租稅減免的誘因，就不是該國主要的

考量因素。 

至於薛琦（1978），則以僑外商出口傾向為研究主軸，兼論吸引僑外

商來台直接投資的因素。研究期間採用 1950 年至 1975 年間的追蹤資料，

根據各產業出口比例變動模型，發現來台投資的僑外商，有較強的傾向，

可能是受到台灣某些產業所創造的聯鎖效果所吸引，而政治安定、投資環

境良好與本地市場蓬勃發展等因素，也都是吸引僑外商來台直接投資的決

定因素。另外，認為許多研究開發中國家吸引外商因素的文獻中，有過份

強調低廉工資的現象。 

利用 1958 年至 1985 年間的時間數列資料加以研究的 Tsai（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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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迴歸分析方法設定虛擬變數，探討外人直接投資台灣的決定因素。認

為於 1965 年至 1985 年間，在經濟績效特別好的情形下，台灣吸引外人的

誘因政策，對外資並不具有顯著的影響；且就文獻探討發現，低廉的勞工

成本已經不再是台灣吸引僑外商的條件。所以在此研究的結論中認為，吸

引僑外商的因素可能並非是需求面而是供給面所決定的。 

另外，也有從區分僑外商投資國的類別及特性，加以擴大進行對台

灣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之問卷調查的研究。如杜震華（1995）區分歐洲、

美國及日本三類投資國，針對 1990 年底在台僑外商投資特性，進行較完

整的問卷調查－經理人員調查法（Manager Survey）和迴歸分析法

（Regression Analysis），以此兩種方法相輔，探討僑外商決定在台灣投資

的因素。結果由經理人員調查法所得的主要因素中，包括政治安定、社會

秩序及治安良好、技術水準能配合、經濟成長快速、作業員素質良好等 18

項因素。而由迴歸分析法所得的結論則認為工資、研發人員素質等都是顯

著影響因素。 

上述的研究大多從需求面因素著手，而從供給面因素進行的如林少

龍（1998），以美國及日本兩個投資國的角度予以分析，設定 7 個總體經

濟變數、地理距離、文化層面及設虛擬變數，探討僑外商來台直接投資的

決定因素。本研究利用 1984 年至 1994 年間，以追蹤資料所得的迴歸分析

結果，發現雙邊貿易額 、進出口金額與文化距離等為顯著的正向相關因

素。地理距離、相對資本報酬率與匯率等因素則具有顯著負相關。至於本

地市場規模以及相對融資成本兩項因素則相關性不顯著。 

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每年均委託研究機構，就有關台灣產業

環境，針對海內外廠商的直接投資活動與其影響作出研究報告。根據劉孟

俊等（2004）所提研究報告，透過問卷調查法及分析問卷內容，可掌握到

僑外商投資的動機。結論顯示，僑外商不再視台灣為其海外生產基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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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台分公司當地化的程度相當的高，且有意願提高其營運階層，甚至有

部分廠商將區域研發與營運總部設置於台灣。因此，台灣可積極的改善投

資環境、避免不必要的干涉及加強科技研究等基礎設施，進而加強研發投

資的誘因。另外，兩岸關係與兩岸政策的動向也是僑外商相當關注的問

題，大抵上認為就兩岸經貿政策可朝往更開放的態度來面對。上述僑外直

接投資台灣的相關文獻，詳列如表 4。 

綜合以上的實證文獻可歸結出，工資、勞動生產力、匯率、利率、

人力資源素質、國內生產毛額、經濟成長率、經濟發展潛力、台灣的對外

貿易以及政治社會穩定度等，在過去的文獻中，都曾被證實過是影響僑外

直接投資台灣的重要因素。雖然研究方法不盡相同，但其實證結果對後期

研究者，在探究引進僑外商來台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主題上，提供一個重

要的研討方向。本研究也將探討上述可能的決定因素，在經過檢驗及確定

模型設定無誤後，以建立本研究的實證模型，再加以確認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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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相關文獻 
研 究 者  研究期間  研  究  方  法 重  要  發  現 

Riedel（1975）  1950~1975  時間數列資料 
迴歸分析法 

1.廉價工資是美國、日本及香港僑外

商投資台灣的共同顯著因素。 

    

 2.對加工出口區的設立及鼓勵投資

條例兩項因素，日本及香港有顯著

效果，美國則不顯著。 

薛琦（1978）  1950~1975  

    

追蹤資料 
產業出口比例變動模型

政治安定、投資環境良好、當地市

場蓬勃發展及產業聯鎖效果是吸引

僑外商來台投資決定因素。 

Tsai （1991）  1965~1985  時間數列資料 1.經濟績效佳仍不具顯著效果。 
    迴歸分析法 2.低廉勞工成本不具吸引力。 

    
設虛擬變數 3.吸引僑外商因素可能非需求面而

是供給面所決定。 

杜震華（1995） 1990 

 

經理人員調查法 
迴歸分析法 

1.政治安定、社會秩序及治安良

好、技術水準佳、經濟成長快速

與作業員素質良好等 18項因素是

吸引僑外商投資的重要因素。 

    
 2.迴歸分析法認為工資及研發人員

素質等均為顯著因素。 

林少龍（1998） 1984~1994 
 
時間數列與橫斷面 
共構資料 

1.雙邊貿易額、進出口金額及文化距

離與僑外投資有正向關係。 

    
迴歸分析法 2.地理距離、相對資本報酬率與匯率

則具負相關。 

     
3.當地市場及相對融資成本則不具

顯著相關性。 

劉孟俊等（2004） 2003  問卷調查及分析問卷法 1.僑外商不再視台灣為海外生產

地，當地化程度相當高及趨向設研

發與營運總部於台灣。 

        
2.台灣應就兩岸經貿政策朝更開放

的態度面對。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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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文的研究方向，是探討僑外對台灣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因此，本

章針對既有文獻予以回顧，主要分為第一節對外直接投資定義，第二節對

外直接投資相關理論及第三節的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相關文獻共三個小

節，並彙整列表。 

由於本文研究重點為僑外來台直接投資，所以先就「對外直接投資」

這個名詞於第一節中下定義。回顧相關文獻包括王泰允（1981）、Root

（1987）、趙曙明（1997）、OECD（1996）、IMF（1999）、UNCTAD（2003）、

台灣經濟部（2002）以及 Bernhardt（2003）等就對外直接投資所作的定義。

彙整上述文獻得知對外直接投資為：企業為擴大其公司營運版圖，主動擁

有國外分公司高度管理控制權，並移轉其國內的資本、經營管理能力、技

術知識、原物料等生產資源的長期持續性的投資活動。 

接下來於第二節中，回顧對外直接投資相關理論。此相關理論有兩個

主要論點，原則上依需求面及供給面等因素而分成兩種類型，即國際貿易

上的比較利益法則與產業組織特性。其下則區分為新古典理論、區位理論

及產品生命週期理論；寡占市場結構理論、內部化理論與折衷理論等各三

個理論。新古典理論認為，跨國企業資本流動係由投資報酬率較低的國家

流向較高的國家，以獲取最高利潤為原則；而此現象持續至兩國資本報酬

率相同為止。區位理論則認為，跨國企業為取得廉價生產要素而在某地進

行投資以獲取競爭優勢，該地區經不斷投資而形成群聚效果。產品生命週

期理論主張，產品生命週期可分為新產品、成熟產品及標準產品等三個階

段。依此探討產品經由生命週期的考量，將已達標準化階段產品引進工資較

低國家生產，以降低生產成本獲取高利潤。 

另一主要論點的寡占市場結構理論則強調，跨國企業憑恃其本身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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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形資產為投資的競爭優勢，取得因赴海外處於不完全競爭市場時，足以

具備克服當地不利情勢的條件，從中獲取高額利潤。內部化理論則認為，跨

國企業於購買企業內所需的產品或服務時，因面對較高的交易成本及風

險，藉由對外直接投資，將外購行為及外部性活動予以內部化，以降低交

易成本及風險。最後，折衷理論則綜合各家所長，認為投資國因具有所有

權優勢、區位優勢與內部化優勢，所以有相當大的動機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的方式。 

為瞭解本研究的重點，即台灣有何優勢可吸引僑外來台直接投資，所

以於第三節中回顧相關實證文獻。包括 Riedel（1975）、薛琦（1978）、Tsai

（1991）、杜震華（1995）、林少龍（1998）以及劉孟俊等（2004）。從上

述的實證文獻可歸結出，工資、勞動生產力、匯率、利率、人力資源素質、

經濟發展潛力、台灣的對外貿易以及政治社會穩定度等，在過去的文獻

中，都曾被證實過是影響僑外直接投資台灣的重要因素。 

綜合來說，本研究藉由對外直接投資定義、眾多的相關理論與文獻加

以分析僑外來台直接投資的因素，期以盡量避免偏頗的解釋情形。本研究

主要以上述理論作為研究基礎，並參酌既有的相關實證文獻對各主要變數

的探討，且經檢驗確定模型設定無誤後，即建立本研究的實證模型。 

儘管已有如前所列相關文獻探討過相近的議題，但本研究在下列所述

方面仍能與之前的文獻予以區別：一、收集更新的資料，使本研究的資料

更符合現實狀況。二、將台灣引進僑外直接投資的歷程，根據直接投資累

積金額、組織變革及制定相關法律條例等，分成數個階段加以討論。三、

除對僑外每月來台投資總額予以探討其直接投資原因外，更區分華僑及外

人與各國投資的產業別（製造業及服務業）之不同，而分項加以探究。四、

進行更多更嚴謹的統計檢定，以盡量減少研究發生錯誤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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