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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討論外國直接投資對台灣整體與區域的影響。

因此將於本章中針對相關的文獻分三個部分予以回顧。首先，第一節部分

針對全球化的現象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定義。第二節部分則針對跨國企

業對外直接投資的理論加以論述探討。最後，本章將於第三節中回顧中國

大陸及其他國家，有關外資影響的相關研究與文獻。 

 
第一節 全球化的議題與對外直接投資定義 
一、全球化的議題 

全球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一開始是在 1980 年代被哈佛大學

Theodore Levitt 教授所提出。其意義是指全球聯繫不斷擴張，人類生活在全

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識的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易上

緊密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釋為世界的壓縮和視全球為一個整體。是

一種世界貿易的擴張以及強調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交流擴大。簡言之，全球

化是指全球往來聯繫的擴張化、深入化與迅速化。當代對全球化的定義重

視「互賴程度的增加」、「遠距離活動」與「時空壓縮」等概念。事實上全

球化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多面向的。 

 

約在 1980 年代，英國和美國出現主張基本教義派的自由市場政府，而

前蘇聯由國家管制的計畫經濟解體，英美所採用的經濟成長模式，都要求

大幅降低國家的管制，結果政府退居幕後，企業經理人和基金經理人都走

到台前。整個思維變成必須讓企業自由自在，任意把營運遷移到世界的任

何地方，以儘量的降低成本或增加投資機會與利潤。在商品和服務自由貿

易觀念傳播的同時，世界金融市場也解除管制，銀行、保險公司和投資公

司原本受到限制，只能在該國活動，現在突然解放。幾年內，歐洲、日本

和北美的大公司，競相擴張到對方的市場。也打進南方新近開放、仍然十

分脆弱的的金融服務市場，大銀行和投資公司依靠著電腦科技，加上各國

政府的歡迎，急於把剩餘資本投資在任何能夠獲利的投資上，在這個寬鬆

的新環境中，金融資本變成世界經濟的主要力量(Wayne Ellwood，2002)。

因此全球化的特點在於市場普遍化，現代的交易涉及了以前各個獨立的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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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服務、自然資源、知識財富都成了自由貿易體制的一部份（王

列、楊雪冬，1998）。 

 

全球化有許多的面向，包括了文化的全球化，語言、價值觀以及知識

與經濟層面。而其中又以經濟層面的全球化影響最廣，也是全球化最主要

的特徵之一。Jameson 認為全球化的進程與資本主義發展相重疊，他把資本

主義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市場資本主義階段，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市場

整合；二是帝國資本主義，資本國家建立殖民地，以攫取原料供應者和國

際市場；三是跨國資本主義或消費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擴張建立一個新

的整合的全球空間，通過擴張個體的欲求來擴張市場。 

 

Jameson 也稱第三個階段為「晚期資本主義」。他認為與資本主義在全

球範圍內的爆炸式擴張相並行的，是從特定社會背景中掙扎出來的文化的

全球擴張。亦即，在經濟全球化的浪潮下，資本的流動成了其最主要的特

徵，藉由資訊電信高科技產業之便，金融銀行業也日益蓬勃多元，透過金

融服務業的發展以及各主要金融中心的發達，使得資訊與資本突破國界藩

籬而在世界各地快速的流通，進而藉由資本的快速流動而將世界各市場聯

合成為一個經濟整體，資本即成了全球化脈動的主要架構與動力。 

 

今天全球資本一體化已經打破了生產體系的國家界限，把各個部分重

新構成一個全球生產體系，這一個生產體系的各組成部分是分散的，遠遠

超出了公司所在的地理位置。而產品亦凝聚了許多產地的技術成分，以致

於人們無法辨別每個國家的具體貢獻。學者 Robert 指出，當美國人從汽車

公司花兩萬美元購買一輛汽車時，其中屬於美國生產的不到 800 美金。全

球化以普遍消除資本的區域特性為特徵，使資本重新組合，所以流動空間

正取代了地域空間為特徵。換句話說，地域經濟的功能正被經濟資本網絡

所取代，而這樣的網絡不在對應某一個具體區域，而是被納入世界市場內

而不受到任何國家的政治限制。因此全球化深層的意義乃代表著政治空間

和經濟空間在歷史上第一次不再聯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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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最主要的是經濟層面的特徵，為資金在國際間的快速流通隨著

國際貿易自由化及全球經濟的整合，各國間經濟上的互動越來越頻繁，再

近幾十年，外國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占各經濟開放

國家的比重更為提升，根據聯合國貿易暨發展協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統計全球逾 2000 年外資流

入金額達到了最高峰，比 1999 年增加了 52.3％。其主要乃是因為出現了許

多能夠以全球規模策劃其發展，並實施其世界整體策略的跨國公司或大企

業，這些跨國公司或大企業往往為了分散其風險，增加投資標的或是降低

生產成本，而在其全球的佈局下尋求最有利的資金移動模式。因此跨國企

業也就成了調節資本移動的主要結構而成了形成全球化的原因之一。 

 

在 1970 年，總共有 7000 家這樣的跨國公司，到了 1998 年則已經增加

到了 40,000 家並且控制了 20.6 萬家的子公司。而在 1991 年這些公司的預

算超出了全世界商品和服務的總出口額，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控制了世界稅

收的三分之一強。可見得此段期間跨國企業的快速蓬勃發展，促成了經濟

全球化體系的形成。 

    

學者 Robertson（1992）認為全球化概念可表達為「世界的壓縮與地球

村意識的強化」。由於資訊、交通的快速發展，壓縮了地理的空間與媒體的

傳播時間，國與國之的往來聯繫，就像自家的廚房般的方便。世界各地的

大小資訊直接透過衛星迅速傳播，打破過去千山萬水阻隔，或巒山峻嶺老

死不相往來的地域；如今的地球，就像壓縮小成個人生長的部落、村莊一

樣，社會互動與生活影響更直接，讓我們擴大視野，增廣見聞於小世界的

地球村。資訊傳播技術的發展，透過地面與衛星的電視、錄影帶、光碟等

方式、讓人們資訊取得容易，加上績效時代的知識產生方式與傳遞，知識

也開始脫離「象牙塔」而解放進入市場，。 

 

     

然而全球化並沒有單一的解釋面向，隨著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或共產

思維國家，以及全球化中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環保等不同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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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孕育出不同的觀點，「在 1980 年代晚期，這個字彙是很少被使用的，

無論於學術文獻或是日常用語都是如此，他不知從何而來，而如今卻是無

所不在，不同的思想家對全球化的看法，都是針鋒相對的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2000)，然而也有人較悲觀的認為核武、金錢與通訊是

帝國全球性與絕佳性的控制工具，僅會跨大貧富差距以及扼殺在地的文化。 

 

儘管全球化有如此多的面向與議題，但其現象的存在是不可否認的，

因此學者把全球化分為文化的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這兩個現象互相交織

但不完全重合(楊雪冬、王列，1998)。而各國對於經濟全球化的議題特別關

注，投入最多的資源來研究經濟全球化的議題，以求提升單一公司，或者

是國家整體的競爭能力。外加以近年知識經濟的蓬勃發展，電信科技的不

斷突破，無論是各國產業政策的擬定，企業永續發展藍圖的規劃乃至個人

財富的管理與投資都必須面對經濟全球化的重大衝擊。 

     

許多國家中，經濟全球化也一舉改變了或顛覆了全球行之多年存在於

傳統製造業、高科技產業、以及服務業中的經營法則以及策略或競爭秩序。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家在西雅圖的書店，可以提供書籍給在巴西里約

熱內盧的讀者，而香港的裁縫師，而香港的裁縫師可以為倫敦的銀行家剪

裁，縫製服裝5)。對於全球化的趨勢是否為規律與既定而不斷的前進這個問

題，學者們有不同的意見，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學派，第一個是極端全球

主義者（The Hyperglobalists），第二種為懷疑論者(The Sceptics)，第三種為

轉型主義者(Transformationalist)（David Held et al.,1999 均一致認為全球化

的概念是一致的。 

 

但也有學者認為「無論從完全整合的全球市場、全球社會或全球文明

的觀點來理解，全球化都只是某種缺乏單一固定的或決定性歷史目的之過

程。」(Giddens，1990;Geyer and Bright，1995;Rosenau，1997)，「沒有任何

理由顯示全球化必須朝單一方向發展，或只能被理解成單一理想狀況。」

                                                 
4 語出 Anthony Giddens (2000):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pp25 
5 語出 Tim Hindle (2003)，The Economist Pocket Strategy，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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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eld et al.，1999），即便在於全球化未來的發展趨勢上不同學者有

不同的看法，但不可諱言的，自 1980 年以來的全球化浪潮正勢不可擋的襲

捲全球，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經濟活動甚至思考邏輯與文化活動莫不有受其

影響的。 

     

「經濟全球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大趨勢，其以國際經濟的區域

化、集團化，特別是跨國公司的迅猛成長為基礎產生的」(趙晉平，2001)。

趙晉平(2001)指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徵為其中樞命脈乃是金融的全球

化、跨國公司成為主要的支配力量、降低了各國的學習經驗與管理成本、

為世界各國帶來了機遇與挑戰並且特別需要國際規則的協調。對經濟層面

的全球化而言，經濟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乃全球市場的整合，是全球化為

遠離傳統國家的概念。也有人認為經濟的全球化乃是由跨國公司6或企業所

主導的一種經濟活動現象。 

 

因而，全球化表現在商品或者服務以及投資的快速流通移動中，進而

使得資本與人口大量的移動與遷徙。Charles Oman（1996）指出，各國政府

有形或無形的減少對商品或資本流動的限制，而科技之進步，特別是通訊

與運輸之進步，促進了全球化的進程，而個別經濟體追求自我利益的行為，

也都刺激了全球化進一步的發展。一般而言，經濟層面的全球化是引導其

他層面的基礎，由於經濟利益的需求與經濟上的往來互動進而帶動其他領

域如政治、環境、文化、科技等範圍的進一步全球化，使得各方面的互動

要比以往來得更加熱絡密切。 

 

全球化的現象與各個國家經濟之間的關係，近來出現了一種迅速的變

化。國家已經在很大的程度上失去了獨力發展的資格，而且國內經濟管理

策略已經不會有太大的作用，在這股浪潮下，技術與不可抗拒的國際金融

                                                 
6 Bartlett and Goshal (1989)提出分類如下：1.多國籍公司：以強大的地方勢力為基礎，對

國家差異保持高度的敏感與反應能力。2.國際公司：利用母公司的知識與能力在世界各地

佈局，並適應當地的環境。3.全球公司：在全球規模上，透過集權式的運作來建立成本優

勢。4.跨國公司：把公司之活動分散成相對獨立和專業化的單位，利用多國運作的靈活性

以及全球知識發展能力，讓企業在全國各地競爭以獲得最大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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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力量正在以任何國家都無法扭轉的方式改造全球體制。在不同學者的

研究中，全球化大致上可分為四個層次而各自有其意義，全球層次強調全

球經濟市場的整合，將全球視為單一個經濟體系。國家層次則是一個國家

自由化、並且與其他國家接軌的程度。產業層次則強調一國之內產業，特

種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地位，而企業層次的國際化則著重企業對海外市場的

重視程度，以及其涉入程度的高低。在全球的競爭環境中，往往全球化能

力越強的廠商，更容易獲得較大的競爭優勢，而形成全球化的佈局。 

 

在全球化的歷程方面，翁明賢(1993)認為，全球化雖然是一個比較含糊

的概念，而其出現和流行至少也是要到 1980 年以後，在 1944 年以前還沒

有人提到全球化而是用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來描述國際上各國之間

的互動。到了 1980 年代，修習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的學者才開始具焦於全

球政治經濟(Global Political Economy)等議題。Baylis and Smith（1997）整

理學者們對全球化歷程的理解如表 2-1： 

 

表 2-1 全球化定義一覽表 

學者 學說主旨 

Albrow(1990) 全球化是一系列的發展過程，亦即全世界的人，被整合至一個

單一社會或是全球社會。 

Giddens(1990) 全球化可被定義為全球性社會關係的深化過程，此種關係使得

本地發生的事務，受到遠處事件的影響，而遠處也受到本地事

件的影響。 

Robertson(1992) 全球化不僅能被視為相互聯繫的持續成長，同時應被視為文化

與主觀性事務，在範圍與深度的共同意識上，是世界為單一體

的相互連結。 

Cox(1994) 全球化發展的特徵包括生產的國際化，新的國際分工佈局，從

南方國家到北方國家新的移民運動，新的競爭環境加速上述的

發展過程以及國家的國際化走向，使得國家成為全球化世界的

代理者。 

Khow(1995) 全球化對第三世界的人而言，在前幾世紀就是一種殖民化 

Richter 如同在地球上，那些遙遠以及被隔離的社區，連結在一個全球

網路上，使其具有相互依賴與統一的世界關係。 
資料來源：Baylis and Smith（1997）,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5 （羅旭華,全球化趨勢中服務業

競爭力之探求,民 92） 

全球化隨著時間不斷的改變其性質與影響範圍，而經濟全球化更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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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球化面向的主要基礎，其主要特徵乃為世界經濟市場的一體化，亦即

資本的流動將是全球化下各國所必須面對的一大問題（Sasakia，2000）。外

國的資本在國家未來的競爭力與發展上將扮演著不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二、國外直接投資的定義 

 全球化是以資本的快速在全球流動為主要特徵，其主因乃是各個跨國

企業的跨國投資與市場轉換所導致，因此跨國企業為全球化下資本流動的

主要驅動者。所以研究外資的衝擊與影響時，便不能不去探討與瞭解跨國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定義。國際企業或跨國公司隨著資訊的日益發

達以及商業競爭的白熱化，為了有效降低產品的銷售價格來提升競爭力，

必須尋求生產成本的最低化，亦或者是為了追求利潤的最大，則必須選擇

在有廣大市場的銷售地點生產財貨，以取得較大的銷售量，並能有效的節

省時間而降低運輸成本。無論是降低成本或是為了取得廣大銷售市場，在

全球化下各國政府對經濟金融的管制逐漸減弱，且資訊產業發達和金融機

構普遍設立世界各地的國際經濟情勢下，跨國公司將資本移往其他國家以

尋求廉價的勞動成本和豐富的原物料，以尋求廣大的國際市場，已是不可

避免的趨勢。 

 

外人投資的原因很多，例如利用地主國豐富價廉的能源和勞力、享受

優惠政策、擴大市場、享受規模經濟等，均是企業樂於千里迢迢到其他國

家進行投資的原因。在過去貿易尚未自由化以前，許多國家都會利用關稅

或非關稅貿易障礙來保護本國廠商，使得先進國家無法將產品外銷，因此

許多先進或已開發國家的廠商即進行對外的投資，企圖越過關稅而將產品

在當地生產與銷售，這當然也是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 

  

所謂的對外投資(Foreign investment)，乃係指將資本或原物料，從一個

國家移轉至另一個國家，藉由直接或間接的參與所投資的事業以獲取利潤

(Bernhardt，2003)。因此從上述的定義中，外資可分為對外直接投資與間接

投資。王泰允(1981)更進一步闡述，認為前者目的是為了取得事業的經營控

制權;而後者目的只是基於獲得股利收入，並沒有參與投資事業的管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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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Root（1987）則將對外直接投資定義為:企業為了取得管理上的控制權，

所做的長期股本的投資方式，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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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技術、資本等所有資源一併移轉到海外市場的

過程。而趙曙明(1997)則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的企業或個人在國外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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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1999)就對外直接投資

定義：一個經濟體系中的長駐企業，對另一個經濟體系的長駐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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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綜合以上相關文獻的論

述，簡而言之，對外直接投資可說是企業為了追求利潤與擴大市場，而將

在母國資本或技術知識轉移至其他國家或區域而去進行一定的投資生產活

動。 

 

 

 
 
 
 
 
 
 
 
 
 
 
 
 



                          

 15

第二節 對外直接投資理論 
對外直接投資乃企業將其資本轉移至其他國家進行投資活動，然而將

資本移入不同經濟管制體制的國家來進行投資勢必要承受極大的風險，究

竟是什麼因素使得這些跨國企業甘冒極大的風險來對外投資？經濟學家

Johnson 指出，通常研究直接外人投資理論有兩個途徑，一是從工業的組織

來著手，二是從傳統的貿易理論著手(外人投資對我國的經濟影響與檢討，

民 67)，從此觀點出發，跨國企業願意對外投資可區分為需求面因素與供給

面因素，需求面因素往往是因為地主國7擁有廉價的勞動力或穩定的政治因

素及豐富的原料物料以及潛在市場的大小。而供給面則是由廠商的規模經

濟、市場寡佔的程度或是產品生命週期以及內部因素所形成，因此，本研

究即從此兩個觀點來對相關文獻加以回顧。 

 

一、需求面因素 

此觀點是從傳統貿易理論著手，此理論在解釋在開發中國家的外人投

資時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一) 古典貿易理論 

此理論以由 David Ricardo 所提的比較利益原則(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來解釋兩國之間的貿易，此理論認為一國會選擇其利

益相對較高或劣勢相對較小的產品來生產並從事出口活動。假定 A 國僅生

產稻米跟香蕉，當 A 國對生產稻米有比較利益時，則會生產稻米出國來換

取香蕉。而在新古典的貿易理論中，Heckacher-Ohlin 對比較利益做了進一

步的解釋，他認為當稻米或香蕉都需要花費勞力和成本時，當該國擁有較

多的勞動力，而生產稻米需要較多的勞動力，則該國會對生產稻米擁有比

較利益，於是便出口稻米。當兩個國家的工資水準差距很大的時候，則高

工資國家到低工資國家進行設廠，生產大量勞力產品，便是一個很好的方

法去發揮比較利益原則，如此一來便可以有效的降低生產成本。 

 

 

                                                 
7 投資的標的，被資本移入的國家，通常以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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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古典理論 

利率評價說說明，當兩國無貿易障礙及額外的交易成本時，資本在本

國的報酬率與在國外的報酬率相等，其中外國的報酬率涵蓋了本國利率及

資金匯回時之利率變動，可用公式 i=i* +(e
e
-e)/e 來加以表示，其中 e

e 
為預

期匯率 i 為本國報酬率，而 i*則為外國的報酬率。此理論即認為當國際間

沒有貿易障礙與太大的額外交易成本時，資本會從投資報酬率較低的國家

迅速流動到報酬率較高的國家。 因此跨國企業會將其資本在國際中尋找最

有利的投資地點，而發生了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象。 

 

(三) 產品生命週期理論 

此理論推測新產品的開發都是在已開發國家，亦是採取國際貿易理論

中的比較利益原則而來，Vernon（1966）利用了產品生命週期理論來說明

為何廠商會願意對外來加以投資。此理論將產品視為有生命週期，而且可

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產品(new product stage)剛被生產出來，廠

商此時僅處於創業的初期，因此以本國市場為主要開拓點，此時廠商雖尚

不能大量生產，但因憑藉的新技術的優勢而領先其他廠商。第二階段為產

品成熟的階段(mature product stage)，此時產品的功能與樣式已經逐漸的為

大眾所知曉且定型，各家廠商紛紛生產使得的國內市場趨於飽和，此時廠

商只好轉而對外發展向海外投資來增加生產據點。第三階段則為標準化產

品階段(standardized product stage)，此時產品已經標準化的生產，且大多數

的國家已經擁有生產的技術與能力而加入競爭，產品差異性已經不大，廠

商競爭的優勢已經不再，此時如果沒有明顯的規模經濟，影響成本最大的

可能就是工資，此種情形下促使廠商將產品轉往生產勞動成本低的地區，

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象。 

 

(四) 產業組織理論 

由 Hymer (1960)年所提出，又稱為無形資產理論，此理論認為在寡占

市場結構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生是因為該廠商擁有特定的優勢，例如廠

商品牌的知名度、特有的生產技術與創新能力和行銷技巧以及資金籌措的

方式等等，在廠商具有此種優勢下若無法出口，或經由代理商的方式來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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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擴大市場和增加銷售的目的時，廠商只好採用直接對外投資的策略。這

種特有的優勢又稱為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 

 

二、供給面因素 

(一) 內部化理論 

Buckley and Casson (1976)提出內部化理論，該理論認為跨國企業或廠

商面對全球不完全競爭是市場，為了有效的降低國際貿易間的時間與運輸

等交易成本或者交易風險，而經過直接在該國投資設廠的方式來建立在全

球各地的分公司或產業分工生產網絡，來形成一個全球的行銷網，企業變

形成了跨國的體系，也就是將跨國的銷售與生產網絡整體納入企業內部以

降低產品成本，因此多國企業可選擇在海外製造而形成外國直接投資的現

象。 

 

(二) 區位理論 

Isard (1977)提出區位理論，他認為因為被投資國往往擁有豐富的天然

資源或原物料而吸引了外資的青睞。此理論乃基於國際貿易理論，生產一

開始時往往因為貿易障礙與成本而使得生產逐漸分散，其後又因為市場的

不完全，企業為了共享生產要素來降低成本，使其生產活動又會走向集中

聚集(agglomeration)的型態，也就是所謂的聚集經濟。而被投資國除了有豐

富的原物料可吸引外資外，尚包括有政府政策、當地的行政效率、政治的

穩定性、市場規模的發展潛力、失業率與通貨膨脹率和基本公共設施及公

共建設等。 

 

(三) 折衷理論 

Duning (1979)提出折衷理論，又稱為 OLI 理論，其內容包括了產業組

織理論、內部化理論和區位理論，希望可以用更完整的理論來解釋外人的

直接投資行為。此理論認為企業必須具有三項優勢才可能與被投資國的企

業來加以競爭。第一是企業本身有所有權特有優勢(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例如擁有先進的技術和專業的知識與創新能力，當企業具備此

項優勢時，因其對外競爭力強就有可能向外直接投資。第二則是內部化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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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優勢(internalization incentive advantage)，當企業可以選擇在海外自行製

造，可以因為內部化使得生產成本較以代理權授權方式所支付的成本還要

來的低，此時企業內部行為會跨越國界來進行生產活動。第三是區位特別

優勢(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當被投資國的地理位置、政治環境具有區

位上的優勢時，企業也會則到被投資國來加以生產而非經過代理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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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區域發展理論 
一、發展階段論(development steps) 

E.M Hoover 和 J Fisher 於 1949 年提出，該理論認為區域的發展有不

同的階段，早期的區域內幾乎全為農業，隨著交通運輸漸漸發達後，鄉村

的工業便逐漸產生，但工業原料和市場依舊集中於農業人口集中區。接下

來隨著區域間貿易的不斷增加，粗放作業轉為集約專業生產，而隨著人口

繼續不斷的增加，和農業生產因為集約而進入報酬遞減階段，迫使該區域

不斷的工業化，由原本的初級輕工業轉化為鋼鐵、石化等重工業，區域到

了發展的最後階段，即以服務業輸出為主，也就是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

是以輸出部分資本、技術以及專業性的服務時，則區域的發展方可謂成熟。 

 
二、成長極理論(Growth pole) 

 Francols Perronx 於 1956 年提出成長極理論，由某些部門或有創造力的

企業在某個區域的聚集，將會形成一種資本與技術高度集中的現象，具有

規模經濟的效益，自身增長的力量能對鄰近區產生強大的作用力，透過該

成長極點的發展，可以帶動相鄰地區的共同發展，成長極的形式有兩種途

徑，一種是由市場自由機制運作，使其自由發展。另ㄧ種方式則為政府強

力的介入，透過區域的經濟計劃和投資引導方式來主動建立發展極點。 

 

三、投資區域乘數理論(Regional investment multiplier effect ) 

投資乘數理論是由 Keynes 所提出，其基本內容是，在一定的消費傾向

下，一定量投資的增加可導致收入和就業量按投資量的倍數增加，或導致

數倍於投資量的國民生產總值，這個倍數就是投資乘數，並可以用一定的

函數模型表示和計算出來。用△I表示某一次具體投資，△Y表示某一次投

資後導致全社會實現的國民收入增量，n表示某一次投資投入後引發的投資

增數，△Y1、△Y2、、、△Yn分别表示某一次投資後引發的國民收入增量，

c表示社會邊際消費傾向，K表示投資乘數，可得： 

 

K =△Y/△1 

=（△Y1+△Y2+△Y3+、、、+△Y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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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c2△I+c3△I+、、、+cn -1△I）/△I 

=1+c+c2+c3+、、、+cn -1 

=（1-cn）/（1-c） 

 

    c 是社會邊際消費傾向，恆大於 0小於 1，n是某一次投資投入後引發

的投資增數，其傾向於無限大，因此 cn= 0，所以 K=1/(1-c)，0＜c＜1，這

就是凱因斯的投資乘數模型。從以上不難看出，凱因斯投資乘數理論是在

假定經濟發展各個區域、各個時段的社會邊際消費傾向都相同的情况下，

或者說是假定投資投入到經濟體内任何一個區域、一個時段都會產生相同

乘數效果的情况下，投資對社會經濟發展總體拉動作用的反映。 

 

投資的區域乘數理論是在已有凱因斯投資乘數理論的基礎上，結合空

間區域細分概念延伸推倒出的乘數理論，其研究當整體區域内各子區域之

間的社會邊際消费傾向不相同時，投資對特定子區域或整體區域經濟發展

乘數拉動效果的計量與最大化問題。相比之下，投資的區域乘數理論比凱

因斯的投資乘數理論更具現實性。此理論亦即將投資乘數理論應用於區域

發展上，認為對區域的資本投資，會更引發進一步的投資效果，說明了資

本的進入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性，因此外資的進入往往也可以產生所謂的乘

數效果，引發區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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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案例研討分析 

外國直接投資對整體經濟的效益往往是優多於弊，不但可以補充被投

資國所欠缺發展經濟的資本，更能有效的將先進的管理制度和技術知識引

進被投資國家。學者 Howenstein 和 Zeile 從每年製造業的調查資料中發現，

外國企業分支比起國內資本公司往往有比較大的規模，資本也比較集中並

且可以付出較高的薪水。而學者 Doms 和 Jensen 也發現了國際公司有較高

的薪水和生產力。陸陸續續許多學者也都發現到在控制特定的變數後，外

資製造業會有較高的薪資給付，因此往往可以使得被投資地區國民所得的

提高與就業率的提高。東亞開發中地區的經濟成長率與世界的其他地區相

較之下，顯得要高出許多，除了其他教育、政治等因素外，主因乃由於直

接投資、出口資本形成等連環性擴大所形成的良性循環（劉慶瑞，2001，

p39）。意即直接投資往往可以替被投資國家帶來所謂的波及效果(Spillover 

effect) 8。 

 

然而，直接投資所造成的資源技術移轉與波及效果，即便在理論上可

以確立，但外資的影響卻是因著不同國家的天然資源、政治制度與投資環

境而有所差異。一般而言，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有促進出口、增加稅

收、創造就業以及獲得外匯並進而產生連鎖效果(Backward linkage effects) 

9，也就是產業產品需求的增加會透過利用該產品所發生新的需求，來誘發

滿足該需求之產業部門的生產擴大。因此，本研究以美國南卡羅萊納州以

及澳洲和中國大陸以及英國之案例，作為比較分析之案例。 

 

ㄧ、英國 

英國的蘇格蘭地區，是台灣廠商赴英投資的重點所在地。蘇格蘭為發

展高科技產業，並解決當地居高不下的失業問題，經過多年努力以及中央

政府的高度配合已大幅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大部分美、日、韓等外商到當

地設立歐洲生產及營運總部。根據 1996 年五月份英國 Sunday Times 報導，

                                                 
8 波及效果係指由直接投資所與以期待正外部效果的實現與隨著直接投資所帶來的投資

地生產力之提升(Blomstrom，1991) 
9 Hirschman (1958)曾指出前方連鎖效果無法單獨發生，必須要伴隨著後方連鎖效果。其乃

來自需求的壓力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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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競相提供投資補助款吸引外來投資，報導指出韓國 Lucky Goldstar

電子公司將在威爾斯投資十一億英鎊建廠生產，該計劃獲英國補助一億五

千萬英鎊，台灣的中華映管在蘇格蘭投資設廠之總投資額 2.5 億英鎊，英國

中央及地方政府提供近 8,000 萬英鎊之直接補助，並提供各種人力培訓。中

環至當地之初期 4,000 萬英鎊投資額，英國中央及地方政府亦直接補助 800

萬英鎊，並代為解決許多投資問題。近年來為吸引 FDI，解決失業問題，

歐洲各國競相提供優厚的投資補助，而補助額的多寡已成為廠商決策的重

要考量。依歐盟執委會的規定，補助額度可達總投資計劃資金成本之 75 百

分數，此外每創造一個就業機會可得到一萬二千至二萬英鎊的補助，而政

府由投資補助所得到的收穫亦不少，以愛爾蘭為例，1995 年付出投資補助

金一億英鎊，但僅公司所得稅即得四億英鎊，可以見得其回饋是很大的。 

 

二、美國南卡羅萊納州 

David N.Figlio 和 Bruce A. Blonigen(2000)在對南卡羅萊納州的研究中

指出，美國的州或地方政府在對於新投資的競爭上是十分激烈的，許多的

州政府利用當地的獎勵或鼓勵措施等誘因去吸引外資公司來投資，這些措

施有包括了當地財產的免稅，免費土地的提供，工作稅賦的信貸等等，這

樣的設計下，給了產業或企業更多的利潤來投資，而這些被設計獎勵的地

區也往往是經濟發展蕭條的地區，此外州政府往往試著去改善相關的公共

設施以增加誘因，所以各地的州政府都花了許多的資源和經費去增加刺激

投資誘因來激發潛在的大量投資。 

 

此案例以郡(county)階層的勞動者之實質工資的資料分析中去提供較

有力的支持來證明外資和國內資本對當地的影響差異，就整體觀之，較高

的薪水似乎是州政府競爭外資的主要動機。此案例乃是南卡羅萊納州的

1980 到 1995 年的資料實證分析，該資料明顯的表現出在同樣規模的製造業

產業下，外資有較高的薪水，一個平均規模的外資投資公司的增加會使得

當地的每一個勞動者的薪水提高 2.3 百分數，然而一個內資公司的投資卻僅

能提高 0.3 百分數。但相反地，其代價卻是使得公立學校的教育支出的減

少，因此相關資料也顯示在對外資投資的誘因發展上，每增加一個平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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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外資工廠會相對的伴隨著 1.2 百分數的實質平均每人單位收益(real per 

capita revenues)之減少，以及減少 1.8 百分數的實質平均每人單位支出(real 

per capita expenditure)，而相對上國內的投資增加之數據則分別為 0.1 和 0.2

百分數。檢驗實質工資的改變，資料為 1980-1994 年，指出南卡羅萊納州

的實質工資從 15,600 元長到了 18,240 元。 

 

一些先前的研究指出外資和內資有許多不同點，以美國來說，Doms

和 Jensen 發現外國公司比起美國資本公司較有生產力也付得出比較高的薪

水，一般而言國內公司平均薪水約為年薪 18,760 美元，而國外是為 22,290

美元，即使把公司規模，年限等變項都加以控制以後，該差異仍舊是繼續

存在，學者認為之所如此乃是因為外資公司有不同的勞動技術混合以及額

外的補貼較多。 

   

因此，在南卡羅萊納州的案例中，清楚的顯示了外資對該區域發展上

的影響與衝擊是很大的，外資不但提供了較多的就業機會，也能帶來較高

的技術和較高的薪水進而引導區域的發展，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為了吸引導

致了較低的每人可得政府預算，並且也驗證了外資對預算結構的改變，從

教育轉移至交通運輸以及公共安全的交易效果(trade off)。 

 

「OECD 對美國外人直接投資之檢視」報告亦指出，吸引外人直接投

資是各國努力的重點工作，即便先進如美國而言，其 50 州中有 44 州在世

界 22 個國家(主要在日本及歐洲)設有 156 個貿易暨投資促進辦公室，競相

提供各項投資獎勵如提供建廠現金補助、貸款保證、興建基礎設施、贈與

土地等措施，以利吸引海外投資者逕赴該州投資。其中許多州為協助州內

郡政府爭取 FDI，往往另闢途徑對郡政府提供若干補助，如此不但使其較

易成功爭取投資案件，亦有助於郡政府提高自有財源比率。 

 

三、澳洲 

Sasakia(2000)指出，澳洲的發展也是一個利用外資的極佳案例，其成功

的利用外資來使得產業的升級與都市功能的轉化，從二次大戰結束到 1970



                          

 24

年，澳洲因農業發達和製造業的出口而變成所得極高的國家，此時澳洲有

許多的主要都市，而莫爾本為傳統上的首都更是商業、銀行和企業總部的

中心，為澳洲最富裕的都市。就像其他已開發國家一樣，澳洲逾 1970 年以

後也歷經了一段更新經濟架構的過程，製造業勞工的雇用不斷的減少，服

務產業不斷的增加而生產產品也不斷的國際化。 

 

  在 1980 年中對金融架構的解禁，使得澳洲得以進入全球化的國際市場

中而帶來了大量的外資投資，產業逐漸由畜牧業和礦業進化為服務業和不

動產業，而該投資幾乎都是來自於歐洲和亞洲，特別是亞洲更是主要的資

金來源，服務生產業在主要的都市中快速的發展，占了將近 48%的就業人

口。1980 年後，都會區中金融產業和不動產業和服務產業快速的成長，此

時的雪梨逐漸變成了主要的金融和不動產投資地區。而在 1984-1985 年後，

雪梨的金融和商業集中程度更是超越了其它的都市，使得雪梨成為支配市

場的主要都市。雪梨成了澳洲最主要的國際閘道都市和澳洲唯一的世界都

市。 

 

四、中國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以來，是利用外資來發展經濟最成功的國家，在 1999

年時包括對外借款在內的實際利用外資總額已經達到了 526.6 億美元，其中

直接投資更是高達 432 億美元是 1983 年的 37.9 倍之多。從吸收外資的增長

情形來看，1990 至 1999 年，中國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增長了 10.6 倍，

年增率約為 31.3%，高於同一時期全球 FDI 的流入量增長 4.31 倍，由以上

的數據可見得中國致力於利用外資來自我發展的情況。 

 

趙晉平（2001）檢驗了近年外資的直接經濟效果，首先，外資是中國

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經濟來源，自 1992 年起，利用外資的規模已超過國家

預算內投資，成為中國固定資產中僅次於企業自有資金和國內貸款的第三

大資金來源。而有效補足本國資本的不足。第二外資工業的迅速擴張促進

了中國的工業化過程，經由統計分析，1995 年到 1999 年外商企業工業總產

值增長對全部工業總產值增長的貢獻是 27.3%，也就是該時期工業總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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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平均 14.4%的增長速度中有 3.9 百分數是來自於外商投資企業的貢獻。 

 

第三外資外商投資經濟成為中國不可缺少的稅收來源，外商投資企業

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佔全部企業所得稅額的比重，由 1986 年的 0.5%提高到

1998 年的 21.3%，已經成為僅次中國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第三大稅源。

第四，中國利用外資創造了大量的就業機會，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

資料，隨著外資規模不斷的擴大，外資企業吸收勞動力數量逐年增加，由

1985 年的 6 萬人增加到了 1999 年的 12 萬人，同時期對全國城鎮就業新增

數的貢獻率達到 7.4%。此外更無形的加強中國勞動力素質和提高人力資本

的累積。第五，中國利用外資推動了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入中國的

外商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通過擴大投資對這些產業的規模擴

張和結構的升級起了相當重要的作用力。 

 

最後外商投資企業是中國對外貿易發展的重要因素，此表現在兩方

面，一是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的快速成長，加速了中國對外貿易的迅

速擴張，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在 1986 年只有 29.9 億美元，占中國貿易總

額的比重為 4%，但是到了 1999 年增加到了 1745.1 億美元，比重上升到

48.4%。另一方面是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推動了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

這乃是因為外商企業進出口中高科技產品所占的比重比較大，據統計資料

顯示，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額中，外商投資企業就佔了 70%以上。 

 

Shaomin Li和David K. Tse(2002)在引進外資對中國的產業的生產力之

影響研究中發現，國內產業若位於一個有較多外資廠商進駐的地區，其往

往會有較高的生產力。相反地，國內公司若位於一個已經吸引許多外國投

資且具有外資悠久的歷史的產業裡，則會有較低的生產能力。當外資進入

一個區域時,所帶來正面的外部效應例如、管理專門技能、銷售技能、有效

的獎勵計畫,等等，幫助了國內產業在區域改進他們的生產效率。當區域產

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造成直接競爭的傷害時，正面效果傾向於具有優勢。

此外，與外溢效果一樣，外資也對地方產業施加競爭性的壓力，使他們更

具生產力和有效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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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業負面的影響效果可以被解釋為，外資公司把最好的雇員拉走，

因此降低這些國內公司的生產效率。很多在中國的外國產業投入已經能獲

得最大的市場份額，結果國內公司的市場份額和生產規模已經被降低。所

有這些因素將會降低國內公司生產力。 

 

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觀點，其認為地主國政府應該鼓勵外國投資者在

該區發展新產業。這對區域裡所存在的國內公司不會有負面影響。相反地，

外資將把正外部性帶到區域內的其他產業的國內公司，外資的公司會成為

國內公司可以跟隨的楷模。對外國投資者來說，很少有直接投資的本地競

爭者的地區，可能也對他們有好處。這是因為他們可能便可與地方政府建

立一種穩定的關係。與地方政府的一種好關係對外資的成功是重要的，這

樣的一個策略將對長期性較有利。  

 

不過，當其他因素也影響產業的生產力時，就不應該過度高估外資所

帶來的影響。除了外資之外，產業差別、地區經濟發展的差別水準(例如，

歷史和地區差別)可能也對生產力有顯著影響。當他們評價國內產業因為外

資的影響時，地方政府必須考慮這些因素。 

 

以上的結果顯示，外資對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作用十分明顯，然而就

對區域發展而言，外資在中國又展現了另一個層面不同的影響效果。由於

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地緣關係、人才優勢等因素，使其首先成為直接投資

的標的區域，其結果導致了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迅速的擴

大。據分析，外商投資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東部與中西部的差距，相對於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地區差距的比重，由 1993 年的 15.4%上升到 1998 年

的 31.4%，也就是中國各地區利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差距已成為地區固定資

產投資差距日益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外資對地區的發展為一項重要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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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 

台灣於戰後經濟蕭條，國內資本儲蓄不足，使得經濟無法發展，爾後

利用美援的幫助以及政策引導資本轉入輕工業的投資，使得戰後經濟能逐

漸恢復而滿足國內基本的民生需求。在追求進一步經濟發展的需求下，政

府欲利用全球化開始發展時外國廠商亟欲向外投資的資本，因而有加工出

口區的設置與建立，所以加工出口區的設置為台灣利用外資的最佳範例。 

 

創設加工出口區的構想始於民國 40 年代末，形成於 50 年代。當時政

府財政困難，且逢美國經援停止，國內資金短缺，人口快速增加，農村勞

力過剩，外匯短缺、失業率偏高，亟待發展外銷產業；而這時正值全球化

下歐、美、日等工業化國家製造業開始外移。因此，政府掌握時機，陸續

公布施行「外國投資人條例」、「華僑回國投資條例」及「獎勵投資條例」，

以期吸引僑外資金，並促進台灣工業之發展。民國 55 年在高雄港成立了台

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出口區」，並以「拓展對外貿易、吸引工

業投資、引進最新技術、增加就業機會」為四大目標(李國鼎，1997)。 

 

加工出口區初期的特色，在於藉由國外資金與技術，結合我國廉價勞

力，達成發展台灣經濟與工業的雙重目標。由於經營績效卓越，至今已拓

展為九個園區。投資結構也由成立時的 78％僑外資金比例，到民國 94 年轉

變為國內資金佔 61％以上，總投資額也由初期之新台幣數億成長到 2,300

多億元。 

 

加工出口區的設立，對台灣工業的發展助益良多，初期透過廉價的勞

工、優惠措施、技術合作、策略聯盟等方式，吸引工業廠商到區內投資累

計 70 億美元。至民國 94 年，核准設立外銷事業 310 家，累積貿易順差 470

億美元，約占全國貿易順差 18.2%，每年平均創造近七萬多個就業機會，

加工出口區的設置使得台灣順利取得國外資金及技術，奠定我國產業國際

化發展良好基礎。加工出口區雖然已經隨著經濟環境的變遷逐漸轉型，但

40 年來加工出口區的經驗見證了台灣產業的發展史，說明了台灣利用外資

來發展的經驗，闡明了外國投資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功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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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外國人直接投資對開發中的被投資國之影響是多元且顯而易見的，最

明顯的特徵往往是表現在經濟層面上的，例如案例中的中國、美國以及澳

洲甚至台灣，因為接受外資而展開了新的發展，增進了國家的國際競爭力。

學者的研究結果也肯定了外國投資對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貢獻，然而，隨

著全球化程度的提高以及地方自治的覺醒，國家在全球資本自由快速流動

的浪潮下僅能扮演著邊際的角色，而區域或地方政府為了自我的發展便超

越國家層級來追求外資的進入。 

 

美國各州政府即為了尋求外商的投資而不斷的推行各種優惠政策和擴

大公共建設來吸引外資。因此，外資將不僅僅只在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上扮演重要角色，未來在區域的發展中將勢必形成更大的一次衝擊。 

     

在許多國外與中國的相關資料或文獻中，都有對於本國或區域受到外

資影響的相關研究文獻，來探討究竟受到外資影響下整體或區域的變化會

如何改變，台灣本身在經濟起飛的階段受到的外資的影響極大，外資的進

入也的確是我國有重大經濟成就的一大主因。我國政策向來也是十分歡迎

外資的來台投資，也配合擬定了許多相關的法令規定，因此，外國投資對

我國總體經濟影響之相關研究文獻也十分豐富。然而相對較小區域的衝擊

與影響上的研究或相關文獻卻是很少的，在未來地方自治更加落實與全球

化浪潮的持續下，地方政府如縣市政府越過中央層級直接與外資接軌的方

式將會是另一股潮流，其對地方的影響也就更不言可喻，因此對區域受外

資衝擊的研究就更是不可或缺的了，這是也本研究期望可以達到的研究目

的與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