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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型建立與實証結果分析 

本文於第三章探討了台灣經濟發展的歷程與外國投資在對台灣地區經

濟發展的貢獻與扮演的角色，也深入去了解各縣市近年所接受的外資額度

及其分佈情形。而在第四章中將以新古典成長模型中的 Solow 的分解(the 

Solow decomposition )，也就是成長會計方程式(Growth accounting equation )

來建立實証分析的模型，亦即將經濟成長率分解成三個成份的方法，該三

個成分分別為技術進步率，資本成長率的貢獻和勞動成長率的貢獻，來研

究外資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與關係。 

 

因此本章總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乃是利用 Solow 的新古典成長

模型來作為實証模型的建立以及對縱橫資料回歸加以分析，第二部分則對

本研究的資料和變數的選取與處理作一番討論，第三部分則是對外資對長

期經濟發展和各地方區域的實證結果加以分析，最後則是小結。 

 

第一節  實證模型的建立 

本節以 Solow 的新古典成長模型來作為實證模型的建立基礎，經濟學

者 R.M.Solow 於 1956 年利用新古典的生產函數，讓勞動與資本兩種生產要

素於生產過程中可以互相替代，其主要論點如下 

1 其運用了新古典的生產函數，假定產出 Y 是勞動 L 與資本 K 兩種生產因

素的函數，即 Y=F(L,K); FL >0, FK>0 FLL<0 ,FLK>0  
2 經濟體系沒有貨幣也沒有政府參與經濟活動 

3 勞動以固定的比例 n 成長 

此經濟成長模型是要解說經濟體系內相關總體變數諸如產出、資本的成長

型態，是以由上面的生產函數可知若欲求得經濟體系靜止均衡的位置，則

必須將變數做一轉換，以求導每人產出(y=Y/L)以及每人資本(k=K/L)的均

衡。 

  

因此令 λ為正的實數，利用生產函數是一次齊次函數的性質可以得到

下式 

λY=F(λL,λK) 然後令 λ=1/L ，則式子變為 Y/L=F(1,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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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y=Y/L 且 k=K/L  上式可以表達為 Y=f(k) 

因此 fk(k)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力，故限定 fk(k)>0，同時機於資本邊際生產

力遞減的性質，也必須限定 fkk(k)<0，下圖即描述了變數轉換所展現的每人

產出與每人資本的函數關係 y=f(k)，而該函數滿足 fk(k)>0 以及 fkk(k)<0 的

特質。 

                 

    y 

 f(k) 
 
 
 
 
 k   

圖 4-1 每人產出與每人資本關係 

因此 Solow 呈長模型的靜止均衡狀態乃為一穩定的均衡，如果經濟體

系遭逢干擾，使得每人資本將會減少，而下期的經濟體系將有一個自動的

機能促成資本的增加。由於 Solow 成長模型認為模型於靜止均衡狀態下，

產出成長率將等於勞動人口成長率，因此其模型被稱為<外生成長理論

>(exogenous growth theory)，因為該模型的產出成長率等於外生的人口成長

率。亦即越高的人口增長率將會對應越低的靜止均衡的每人資本及每人產

出。 

 

然而實際大部分的資料顯示，資本成長率大於人口成長率，不僅如此，

若假定勞動沒有技術進步，這個假定也顯然與一般國家勞動邊際生產力逐

年增加的事實不符。因此 Solow 於 1957 年提出一篇論文闡明了技術進步

率，生產要素增長率、產出成長率的關係。他將生產函數設定 Cobb-Douglas

的形式，正因其為線性，因此當各項生產要素係數值加總大於一時，代表

其為一個生產遞增的型態。 

 

其函數型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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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α BAKY =       …………………………………………………(1)         

Y 為總產出 
A 為技術參數10 
K 為資本投入 
L 為勞動投入 
 

然後對(1)式加以全微分，可得下列式子 

=> )ln(ln βα LAKY =     …………………………………(2) 

 
=> βα LKAY lnlnlnln ++=     ……………………………(3) 

 

=> LKAY lnlnlnln βα ++=        …………………………(4) 

 

=>                        ……………………………(5) 
 

上式中 ak 為產出的資本彈性，是資本所得份額，而 aL 則為產出的勞

動彈性，是勞動所得份額。 

 

第(5)式中將產出成長率分解成三個部分，一個是全體要素生產力的增

加率，亦即技術進步率。二是資本成長率，這個部分的權數是資本的份額

(capital share)，三是勞動人口成長率，這部分的權數是勞動的份額(labor 

share)。資本成長率與資本份額的乘積稱為資本成長的貢獻，勞動成長率與

勞動份額的乘積稱為勞動成長率的貢獻。亦即經濟成長率為總要素生產力

成長率，加上資本成長率以及勞動成長率分別乘上各自之彈性後之總合。 

 

藉由 Solow 分解式也就是成長會計式，可以計算出一個國家或經濟體

總要素生產力的變化，亦即利用總體經濟資料來估計出產出資本彈性以及

產出勞動彈性。因此本研究以成長會計方程式來建立線性回歸方程式，其

                                                 
10 A 代表所有生產要素包括勞動與資本的技術參數，因此勞動與資本皆會有技術進步，故

生產函數為 Y=F(AL,AK)，因其為 Cobb-Douglas 的形式，則得 Y=(AL)α(AK)1-α=ALαK1-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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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過程如下 

依式（5）模型可得下列線性回歸方程式 

 

ttt LKY 21 ααα ++=  

Y: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11 

K :資本投入 

L :勞動投入 

α:技術進步  

α1:產出的資本彈性 

α2:產出的勞動彈性 

t:為年份 

 

為了單獨探討外資對全國產出的貢獻度，因此又將資本投入 K 分成國

內投資 kD 和外國投資 kF來分別探討，因此其模型又可以改為 

tFtDt LKKYt 321 αααα +++=      

 

為了檢定出歷年來外國投資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與貢獻程度，本文

利用時間數列的複迴歸分析方法，亦即將時間變數作為自變數來分析長期

趨勢。複回歸模型系將簡單線性回歸模型單一個自變數延伸為多個自變

數。複回歸模型假設條件如下 

1 E(εi)=0  i=1,…,n ，各組誤差項的條件平均數為 0。條件平均數是指

X1,…,Xki的條件下，第 i 組的平均數為 0。 

2 V(εi)=σ2  i=1,…,n，誤差項的條件變異數均相同為 σ2，具變異數齊一性。 

3εi-N，誤差項為常態分配。 

4Cov(εi, εj)=0  i 不等於 j，i,j=1,…,n，任兩組誤差項不相關，或共變數為零，

或無自我相關。 

5 Cov(Xj, εj)=0  j=1,…,K，i=1,…,n，誤差項 εj與 k 個自變數無關。 

6 自變數(Xi,i=1,…,k)為預先選定的變數，依變數 Yi為隨機變數。 

                                                 
11 一個國家在某段期間內，全體國內人民所生產的最終財貨與勞務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價值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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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變數彼此間無完全的線性關係。 

8 樣本數 n > k+1，在複迴歸模型若有 k 個自變數，則有 k+1(包括截距項 α)

個迴歸參數，此時利用樣本來估計迴歸參數時，樣本數必須大於 k+1 個。

而估計時可以利用普通最小平方法，來估計迴歸模型以了解長期以來外資

對我國產出的貢獻度，並利用趨勢圖形來加以闡釋。 

 

而在區域的外資對區域產出之影響研究方面，因欲去了解台灣地區縣

市所有外資資本額對該縣市產出的關係，因此其資料包括了時間順序和橫

跨不同的區域(Time Serious Cross Section)，也就是其資料乃為橫斷面與縱斷

面的(panel data)，而這樣的資料往往以 TSCSREG(Time Serious Cross Section 

Regression)的步驟來處理，TSCSREG 是典型的計量模型用來處理包括縱斷

面與橫斷面的資料，亦即專門處理不同區域裡的不同時間之觀察值。其模

型如下 

 

TtNiuXY it

K

k
kitkit ,....,1;,...,1

1

==+=∑
=

β  
N:為區域的數目 

T:個別區域時間的長度 

K:外生變數或自變數的數目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各區域外國廠商投資資本對區域發展的影

響，因此其包括了外資對區域就業人口以及產值的影響，根據前述模型理

論基礎，可建立模型如下 

ititititit DomesticSpaceFDIJobY 54321 βββββ ++++=  

Y   =該縣市總產值 

Job =縣市就業人口 

Space=縣市樓地板 

FDI =縣市外國投資資本額 

Domestic=縣市國內投資 

又為了檢視外國投資對國內區域就業人口的影響，建立下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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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β1+β2 FDIit+β3Domesticit 

Y 為縣市內就業人口。 

 

最後欲檢視於各區域中資本集中度對產值的影響程度，亦即去了解在

區域中外資的密集度是否會使得該區域的產值能夠有大量的增進，因此使

用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來分別代表直轄市的外資和其餘各縣市的外

資對其產值貢獻度，所以其模型設計如下 

)0,1(54321 DummyDomesticSpaceFDIJobY ititititit +++++= βββββ

 

Y  =該縣市總產值 

Job =縣市就業人口 

Space=縣市樓地板 

FDI =外國投資資本額 

Domestic =縣市國內投資 

Dummy(1,0)=1 為北高兩市      0 代表其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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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數的選取與資料的處理 

本節乃針對實証模型所欲分析的資料與變數處理作說明，因本文欲研

究長期外資對總體產出的影響以及各縣市產出受到外國投資影響的程度，

資料與變數的選取將分述如下 

 

一、外資對全國總體產出影響的資料 

(一)國家總體產出:衡量ㄧ個國家整體經濟生產活動有許多種方式，就生產

面角度而言，整個國家在某ㄧ特定期間內最終商品與勞務的生產總值，即

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 GDP)，而ㄧ國經濟成長的測定往

往是以 GDP 為主要衡量標準，因此本文以 GDP 為產出的資料，以衡量外

國投資與其關係，擷取從民國 67 年到 93 年共 27 年的資料來探討其關係，

其乃行政院主計處所編製的以各期價格所計算的名目 GDP，以 90 年物價為

基期。 

 

(二)資本:從經濟成長會計方程式中可以得知資本的投入才會有產出，一國

的經濟產出勢必受到其投入資本的影響，因本文乃欲研究外國投資對 GDP

的影響，因此又將資本分為國內資本與國外投資兩種來加以討論，以求出

外資和內資對產值的影響力。 

1 內資:從經濟部統計處的國家可以得到國內歷年來的投資資本，其資料是

以民國 90 年的 CPI 指數為基期作物價指數的調整。 

 

2 外資: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乃負責核准外國廠商來台投資的機構，本文

由其網站取得歷年來的外資核准額度，因其金額為美金，因此以歷年來的

兌匯率將其轉化為新台幣之衡量值，然後一樣以民國九十年為基期配合物

價指數調整，以配合內資，作為影響產值的變數。 

 

(三)勞力:勞動力(Labor force)為總體產出的主要因素之ㄧ，勞動對總體產出

的影響雖非本文研究重點，但因其在成長會計式中唯一主要變數，從行政

院主計處裡可以得到歷年來的就業人口總數，作為勞動生產力投入的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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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資對區域產出影響的資料 

本文共擷取全國包括台北市、高雄市、台北縣、新竹市、新竹縣、苗

栗縣、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台南縣、高

雄縣、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花蓮縣、宜蘭縣共 19 個區域從民國 88

年到93年六年時間的資料來加以分析區域的產出是否受到當地外資資本額

的影響。 

 

(一)個別區域產出:各縣市的產值從主計處歷次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以及各縣

市政府建設局中將該縣市各產業的產值加總即可取得。 

 

(二)資本:縣市的資本投入ㄧ樣可以分為外資與內資，國內投資則為各地方

政府所統計當年度該區域國內投資資本額，外國投資額度則由各縣市所發

行的縣市資料要覽中所登記之資本額度。 

 

(三)勞動力:從各縣市統計要覽歷年的統計資料中，可以獲得各縣市歷年的

就業人口，因為勞動力不可能完全進入就業市場，而影響產出的勞動力乃

以實質投入的勞利而言，因此以實際就業人口為衡量標準，做為影響產出

的勞動投入變數。 

 

(四)樓地板:經由各縣市樓地板投入的不同以表現出區域的差異性，可視為

土地生產要素的投入資料，從行政院主計處之政府統計資料中的縣市指標

可取得。 

     

因為區域資料的時間年限為六年，因此物價指數對各資料的影響不大，所

以並未進行物價指數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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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 

ㄧ、外國投資對國內總產值的實證分析 

    本文首先利用統計圖表來對外國投資對台灣產出之影響加以分析探

討，如圖 4-2 與 4-3，分別表示了外資以及內資和產值的趨勢圖 

 

 

 

 

 

 

 

 

 

 

圖 4-2 歷年產值與外資趨勢圖 

資料來源:投資審議委員會 

   從圖 4-1 中可以看出，歷年來外國投資的趨勢和我國 GDP 的趨勢呈現

十分一致的趨勢性，當外國投資增加時往往伴隨著產值的提升，其趨勢有

相當的ㄧ致性，而過去近三十年的圖形也顯示了台灣產值不斷的提升，而

外國廠商也大量的來台投資，惟至民國 93 年以後有略為下降。 

  

 

 

 

 

 

 

 

圖 4-3 歷年產值與內資趨勢圖 

 

產值與外資趨勢圖

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年份(民國)

產

值

(

百

萬

元

)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產值

外資

產值與內資趨勢圖

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年份(民國)

內

資

(

百

萬

元

)

資產

內資



                          

 66

圖 4-2 也清楚的表示了內資的投資和產值的增加呈現一定的趨勢，雖

然其趨勢並非十分的明顯，但也表示出了內資的提升和產值的增加趨勢是

ㄧ致的。 

          

                    

        表 4-1  總體資料敘述統計表               單位:百萬元 

     

在總體產出與外國投資的關係研究上，經由 SAS 統計軟體進行回歸分

析，其實証結果如表 4-2 

 

 

表 4-2 總體產值與外資實證結果 
國內生產毛額(GDP) 因變數 

自變數 參數值 機率值 
生產技術(A) -2.13159 0.1705 
勞動力(L) 0.31449 0.2107 
國內投資(KD) 0.56348 0.0001* 

國外投資(Kf) 0.56819 0.0001* 

R-Square 0.9974  
Adj R-Sq 0.9971  

 

從表 4-2 中可以看出，再顯著水準 α值設定為 0.05 的條件下，外國投

資和國內投資皆拒絕虛無假設而呈現出顯著水準，且其參數值為正，所以

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皆對國內生產毛額有正向的影響。而調整後的

R-Square 值為 0.9971，可見得 GDP 的產出可以由勞力，外國投資和本國投

資來加以解釋。其中外資的參數值為 0.57，表示歷年來外國來台每增加投

資 1%時將會使國內生產毛額增加 0.57%，因此實証結果顯示了外資在民國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GDP 3,381,493 2,382,525 9,855,374 622,507 

國內投資 1,205,316 615,731 2,247,461 409,497 

國外投資 78,559 56,180 246,846 1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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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年到 93 年之期間，的確有助於台灣地區的產值增加，而國內投資也顯示

了同樣的效果。為了進一步說明資本對產值的影響，表 4-3 將外資與內資

合併來加以探討。 

 

表 4-3 總體產值與總資本實證結果 

國內生產毛額(GDP)      因變數 

 

自變數 
參數值 機率值 

生產技術(A) -14.75509 0.0091 

勞動力(L) 1.87715 0.0456 

總資本(K) 
 
R-Square      
     

0.90542 
 

 
         0.9586 

0.0003* 

Adj R-Sq 
 

0.9551  

註:* 95%的顯著水準 

 

將外資與內資合併後，其實証結果再次證實了資本對國內產出的正向

影響，而且合併後因資本額度的提高，使其影響的程度更加明顯了。 

 

二、外國投資對區域產值、就業的實證分析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了外國投資對國家總體的經濟產出有正面的影響，

外資的進入可以提高國家的生產力與經濟發展，而全球化的趨勢下區域和

地方政府欲利用外國投資以求自我發展，本文以台灣各縣市的資料來加以

實證分析，其實証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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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外資與縣市產出實證結果 

  自變數 

 

結構式 

勞動力 國外投資 樓地板 國內投資 

 參數值 機率值 參數值 機率值 參數值 機率值 參數值 機率值 

Random 748.9691 <.0001 
*

10.6996 <.0001 
 *

-0.00881 0.1739 
  

0.023723 0.0022 
 * 

Fix 394.017 <.0001 
     *

15.90166 <.0001 
 *

0.001289 <.0001 
 * 

172.8755 <.0001 
 *

註:* 95%的顯著水準 

     

Panel data 的實證結果可分為 Fix 與 Random 兩種模式，Random 模式主

要是假設截距項與解釋變數間不具有相關性，特別適用於觀察單位從某個

很大的母體中隨機抽出的情況，其相關係數不隨間隔時間拉長而遞減，若

樣本即為母體則採用 Fix 的模式較佳，因本研究的樣本即為母體，且為避

免當截距項與解釋變數有相關時會產生偏誤的情況發生，因此本文乃採 Fix

模型。 

 

表 4-4 顯示了各項自變數與縣市產出間的關係，其中以勞動力對縣市

產出的正向影響最大，而國內投資和樓地板也一樣都有明顯的正向影響。

很明顯的國外投資對各縣市的產值影響為正向效果，可見得外國廠商在各

縣市的投資對其的確能有效的促進地方的產值提升而輔助地方的發展，比

起國內資本以及勞動力的影響，國外投資的影響效果較小，因此代表各縣

市的產值主要仍以國內投資和當地的勞動力影響較大，亦即台灣各縣市的

利用外資的程度並沒有超過國內投資。 

 

因為外國投資大量集中於台北市與高雄市兩區域，為了怕因區域外資

分布的差距過大而影響了實證的結果，因此將台北市與高雄市的資料去掉

而僅以其他縣市的資料來加以實證，以相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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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除直轄市外其他縣市產值與外資實證結果 
  人力 外資 樓地板 內資 
Random 354.7964* 36.67909* -0.00659 192.9222* 

Fix 322.2293* 42.81018* -0.00338* 229.3978* 

   註:* 95%的顯著水準 

      

即便是扣除了直轄市的資料樣本，其實証結果並未有太大的改變，內

資和勞力仍舊是各縣市產出的主要變數，外資對產值的正向效果依舊呈現

顯著，而內資與人力的影響仍依舊大於外資。因此從實證結果中可以了解

到目前台灣各縣市的外資對其產出有一定的貢獻。 

 

本文亦利用了各縣市的年度總所得取代縣市總產值，來做為因變數，

以了解縣市的外資對該縣市的所得究竟有怎樣的影響。其實證結果如下 

 

       表 4-6 所得為因變數之實證結果 

  自變數 

 

結構式 

勞動力 國外投資 樓地板 國內投資 

 參數值 機率值 參數值 機率值 參數值 機率值 參數值 機率值

Random 948002 <.0001 

* 

-321.273 0.3135 

  

-7.3541 0.0060 

  

0.023723 <.0001 

 *

Fix 923768.3 <.0001 

     * 

-26.4464 0.9700 

  

-0.95899 0.5521 

  

0.050555 <.0001 

 *

註:* 95%的顯著水準 

實證結果顯示了縣市的外資額度對縣市總所得並沒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其原因可能是因為勞動力所設戶籍地點與實際就業地點並不一致，顯

示了縣市人口的大量移動性，使得外資對所得的影響無法被正確的表現出

來，亦即若利用縣市所得來作為縣市產出，將會使得研究結果有所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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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外資對產值的貢獻外，相關文獻也認為外國投資可以提供就業機

會，促進區域的就業率，外資對就業的貢獻其實證結果如下 

 

              表 4-7 外資對縣市就業影響實證結果 
  外資 內資 
Random 0.00164* 0.024437* 

Fix 0.00541* 0.099097* 

   註:* 95%的顯著水準 

 

    從表 4-6 可以看出，外資與內資對各縣市的就業人口有正向的影響，

顯示了在目前台灣地區，各縣市的外資依然能有效的提供就業機會，有效

的促進就業人口的增加，而比起國內資本的話，仍以國內資本促進就業機

會的效果較大，亦即國外投資的確能有效的促進地方發展。此外，為了去

了解資本集中與否是否可以對該區域有更大的促進產值的正向效益，因此

以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區域之外資和產值關係來探究，以外資集中的直轄

市為虛擬變數 1，而外資非大量集中的其他縣市為虛擬變數 0，其實證結果

如下 
 
               

表 4-8 外資集中與否對產值影響之實證結果 

 勞動力 外資 樓地板 內資 外資集中與否

 係數 P 值 係數 P 值 係數 P 值 係數 P 值 係數 P 值 

Rando

m 

742.1984 <.0001 
   * 

10.9692 <.0001 
*

-0.0097 0.0772 52.8904 0.0147 
* 

660359 <.0001 
*

Fix 
388.5774 <.0001 

   * 
9.13090 0.0011 

*
0.00058 0.1232 

* 
106.165 <.0001 

* 
1125849 <.0001 

*

註:* 95%的顯著水準 

   表 4-7 實證結果顯示了，其結果顯示了虛擬變數 1 與 0 之間有極大的差

異，而且在 95%的顯著水準下是很顯著的，代表在直轄市外國投資較大量

集中的情況下，對產值的影響將是更大的，其意味著當外國資本大量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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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其對該區域的產值影響將會更為強烈，不僅說明了外資對產值的正

面效果，也強調了集中的效果會更為強烈。 

 

綜合本節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外國投資不僅過去對台灣經濟發展有一

定的貢獻，有效的增加台灣地區的國內生產毛額，以各縣市為主的區域而

言，對其產值以及其就業機會的提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結果也顯示了

當外國資本更加的集中於某特定區域時，將能更有效的促進其產值的提

升，對當地的發展將會有更顯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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