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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與相關研究 

本研究探討企業集團生產部門在兩岸投資區位選擇行為，在此部分先

回顧跨國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絡、廠商組織理論與區位選擇理論，藉由這些

理論回顧，探尋台商企業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組織型態辨識，並經由

過去研究中找尋可能影響其投資區位之因素，作為本研究模型實證之參考。 

第一節  跨國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絡理論 

一、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理論 

技術的快速變遷與科技的日新月異，拉近了地理空間距離，全球化讓

全世界身處地球村範圍內。全球化是有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空

間之跨國連結發展的過程。從經濟全球化的觀點來看，其發展主因為：1.

國際浮動匯率管理機制的發展，導致金融資本的全球流動。2.電子資訊的進

步。3.自由化與民營化的發展。4.世界生產系統的彈性化，導致全球轉包與

分包的發展（Dicken et al.，1997），因此使得全球經濟在空間與產業組織

上，產生了功能性的連結，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出現

即是一個例子。 

跨國企業一般被視為企業從事國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活動。1973 年以前，聯合國將跨國企業定義為：凡是在

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國家實質控制資產、廠房、礦產、以及行銷據點者，均

謂之。但至 1984 年，由於世界環境變遷而有了改變，除了上述的條件外，

並增加「海外營運為在一個或多個以上的決策制定中心，在共通的一貫政

策制定下，以及這些海外實體透過所有權來相互連結，而它們之中的一個

或一個以上的實體可以對其它實體產生重要的影響力，且這些實體之間彼

此分享知識、資源與分擔責任」，由此跨國企業定義上的改變，可知跨國

企業強調策略性與組織性整合的重要性。而徐中琦（1996）針對聯合國對

跨國企業定義上的修定作出一些解釋，他認為不同國家營運管理的整合，

可說是區分跨國企業特徵的重要關鍵，而真正能區別跨國的是其能創造出

內部化組織，並能執行跨越國界的重要任務，同時，擁有內部性交易，而

不需要依賴外部的市場。 

Robinson（1984）認為跨國企業為一個整合的生產系統，企業藉由向



第二章  理論與相關研究 

2-2 

海外移轉生產地，而母公司擁有所有權及管理權，並以股權加以控制。林

彩梅（1994）、李蘭甫（1994）則進一步認為跨國企業為私人企業或公營

事業利用國際間的資源、財貨、勞務、服務和技術來從事國際活動，以獲

得更高的經營績效。Robock & Simmonds（1989）則提出當企業從事多國營

運時，會從價值鏈的最頂端之研發中心，至最末端的銷售據點的設置等，

採行各種不同的海外直接投資方式，以達到規模化的效率。而開發中國家

的跨國投資者經由海外直接投資將國內外網絡加以連結被視為「策略性移

動（strategic move）」，其目的在於強化、維持或重新儲存其競爭力於全

球市場，而不是利用廠商專屬的優勢以尋求利潤榨取經濟租，因此，這些

廠商透過對外投資的活動，乃是延伸廠商專屬優勢的需要，而並非是具有

這些優勢的必然結果（Lall，1996）。Lall 的想法反映出新興工業國家對外

直接投資，大都由中小型企業佔絕大多數的現況而得到印證。中小型企業

前往國外投資，並非如同傳統對外投資理論所主張的論點，即「具有某些

無形資產的大型廠商才會進行對外直接投資」（Caves，1971），而是為了

延續國內生產所擁有的優勢，希望經由海外直接投資使它們所擁有的有限

優勢（通常是小規模及彈性生產優勢）得以維持。這與王振寰（1997）研

究台商投資中國歷程發現第一階段台商投資主要以資本小，成本低，技術

層次不高的勞力密集產業為主，利用大陸廉價勞工和輸美配額從事出口，

以維持廠商本身生產優勢的觀點相符。 

跨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為企業國際化的狀態，Deresky（1994）認為國

際化是企業因應跨國際的競爭壓力、國內市場的飽和或惡化、國際擴張意

圖、海外市場內需吸引力等所逐漸改變的一種歷程。Dolwing & Schuler

（1990）研究企業國際化歷程，將國際化程度分為六階段：（1）外銷企業

－企業外銷由自設外銷部門負責；（2）國外銷售網－企業至外國設立銷售

子公司；（3）多國（生產）企業－企業在本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或地區投資

建廠與從事經營管理活動，常超出其總投資之 20%者；（4）全球企業－按

企業在各國投資的不同生產活動性分工，組成全球性的生產製造系統；（5）

國際企業－產品製造企業經營策略及控制方法都因應全球性競爭做全球性

之考量；（6）跨國企業－跨越國境的經營，具強而有力之企業形象，下轄

各自獨立自主的組織承擔自主發展的責任。同時李蘭甫（1994）的研究結

果同時也發現，國際化歷程可分為：（1）出口；（2）海外直接銷售；（3）

合作製造；（4）對外投資；（5）多國籍企業；（6）全球化企業。 

從企業國際化歷程可以發現，企業在面臨國際競爭壓力及國內市場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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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飽和的狀態下，為尋求長期發展而不得不向外拓展其營運範圍，然而企

業向外發展的考量因素為何？經濟學者將企業國際投資考量因素歸納為

「市場」、「資源」、「生產成本」、「技術」及「環保」等因素；然而

管理學者基於競爭策略的考慮，認為企業進行全球佈局的動機包含獲得

R&D 技術、開發新產品、銷售通路的需要、提高生產力、降低財務風險

（Shrivastava，1986）。而一般跨國企業的佈局動機可分為六種類型：（1）

市場尋求型（market-seeking）－此為企業跨越國界發展其營運規模的基本

動力，特別是國內市場腹地狹小或內銷市場趨於飽和的國家（如台灣），

因此，此項動機乃是企業基於產品於某地有潛在的內需市場，而到該地區

成立據點生產；（2）服務客戶型（follow the client）－當主要客戶移往國

外設立據點時，為了服務客戶，將隨客戶而移動，諸如下游廠商轉往其他

國家發展，上游廠商亦將隨之移動，否則下游廠商可能將其供應來源移轉

至當地廠商；（3）資源基礎型（resource based）－主要為獲取比較優勢和

競爭優勢，產品的生產地會隨著產品本身的發展階段及產地的比較利益而

改變，當勞動成本的高低成為競爭力決定關鍵因素時，企業則會將生產地

點移往勞動低成本地區，此外，若地主國（host country）握有關鍵資源（如

技術或知識），而該資源具有資產專屬性，無法國際間流動，企業亦必須

前往當地投資；（4）策略性專注型（strategic focus）－在寡佔產業中對手

廠商如果先到海外投資，則其它廠商也會接著進入該國成立子公司，以發

揮其國際營運的能力，來抑制對手取得市場先機；（5）效率追求型（efficiency 

seeking）－跨國企業本身已具備足以經營跨國區域乃至全球市場的規模能

力，而以全球化資源配置的角度來思考及運作；（6）規避障礙（avoid barriers）

－當地主國設立高度貿易障礙使企業無法透過正常的出口管道，順利拓展

市場，則將在當地設立據點（Caves，1971；Dunning，1993）。若以策略

競爭優勢觀點來看企業跨國投資動機，Porter（1980）認為：（1）比較利

益：比較利益的有無，為企業國際化的典型決定要素。假如某些國家在生

產方面，具有「成本因素」、「品質因素」等重大優勢，這些國家就會吸

引他國企業進入投資生產；（2）規模經濟：在垂直整合體系中的集中生產、

全球共用的行銷等方面，都可能以國際化而形成成本優勢；（3）國際經驗：

累積國際經驗後將帶來成本優勢，學習跨國家整合資源，分配企業功能在

不同國家屬性上，達到成本降低目的；（4）專屬科技：企業的獨家技術，

可在數個國家應用而產生經濟效果，而國際化也讓企業有機會與世界各地

的科技接觸，進而提高技術能力。 

Yip（1989）則認為有四股促使企業走向國際化的驅動力（dr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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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趨動力：國際市場有同質性客戶，或具有國際通路可運用；（2）

成本趨動力：集中採購、範疇經濟、規模經濟、經驗學習曲線等皆屬之；

（3）政府驅動力：產品的法規標準、關稅貿易等公共政策；（4）競爭驅

動力：以全球化的連動增強競爭力，或是遭逢國際競爭對手。劉仁傑（1997）

認為產業競爭力必須來自於製造優勢，然而製造優勢基礎在於現場的製程

合理化，製造優勢的關鍵在於科技的掌握與發展，製造優勢的社會架構在

產業網絡的建構，製造優勢的延伸在國際化與國際分工上。因此跨國企業

的形成源自於企業生存與競爭優勢維持的需求，透過全球佈局，將其分（子）

公司設於不同地區，同時與當地建立外部網絡關係，形成國際分工。國際

分工的概念主要來自國際貿易中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原則，

加上跨國企業追求利潤極大化原則下的思維，透由緊密的國際分工互動過

程，來創造最大的效益。因此，跨國企業的跨國際營運，即為國際分工營

運模式。 

Brush, Maritan & Karnani（1999）整理過去的文獻，將跨國企業生產據

點的佈局動機分為三種：（1）網絡關係尋求（network nodes）；（2）接

近生產要素（access to factors of productions）；（3）國家或地區特性（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並各別探討其內涵與選擇地點目的，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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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生產地點佈局選擇因素表 
佈局動機 因素 選擇地點目的 

建立上游網絡關係 
接近重要市場 

接近關鍵客戶 
網絡關係尋求 

建立下遊網絡關係 
接近關鍵供應商 

接近其他設施 

接近原料及能源 取得原料及能源 

接近資本與技術資

源 

取得資金與技術 

接近技術性勞力 取得技術性勞力 
接近生產要素 

接近低成本勞力 取得低成本勞力 

政府政策 

取得當地市場的稅率優惠

解決貿易障礙問題 

取得政府補貼 

利率風險的分擔 

當地環境 
語言、文化及政治一致 

基礎建設完善 

國家或地區特性 

法令規章 
符合勞力法規 

符合環境法規 

資料來源：Brush, Maritan & Karnani（1999） 

二、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理論 

跨國企業組織型態的出現，使得產業研究範圍擴大至全球。在跨國企

業全球佈局思維下，專業分工目的在於整合全球各地的比較利益，企業策

略活動充分利用各地資源，形成具有優勢的競爭基礎。Porter 在 1985 年出

版《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價值鏈（value chain）概念，其認為一企業要發

展其獨特競爭優勢，或為股東創造更高附加價值，策略即是將企業的經營

模式（流程）解構成一系列的價值創造過程，而此價值流程的連結即是價

值鏈。為達到價值創造的最大，Porter 採用成本優勢（Cost advantage）與

差異化（Differentiation）兩大策略，其中成本優勢為在每一價值鏈環節中，

盡可能降低成本，而差異化則為達到比競爭者更佳的效能，而其目的在於

增加獲利。其後，Gereffi（1994）提出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s）概念，針對企業內部網絡作研究，分析企業內部垂直整合生產，但

地理空間分散的情形，強調四個部分：（1）投入產出結構，（2）領域性，

（3）政治結構，（4）制度框架。全球商品鏈提供了跨國企業生產布局的

想像空間，產品從最初原料到最後成品，在不同地理空間中流轉，企業透

過在不同地理空間生產，以降低生產成本獲得最大利益。 

全球商品鏈僅討論跨國企業如何透過不同空間生產安排，以降低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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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獲取最大利益，而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概念的提出，延續

著 Porter 價值鏈的概念，探討產品生產過程中價值的創造、獲取及增強。

全球價值鏈指上游供應商、中游製造商、下游銷售商作垂直分工，至最終

使用消費者，中間一連串創造價值的過程，透過地理空間的分布達到價值

創造、移轉和增值。跨國企業全球佈局，其找尋生產製造及銷售的最佳場

所，也因此一個產品的生產，可能經過許多地方的加工製造得出最終財貨，

而這一連串過程中，每一環節都是創造價值的過程，惟一差異在於價值創

造的多寡。施振榮（1992）在其《再造宏碁：開創、成長與挑戰》一書中，

提出微笑曲線（Smile Curve）概念，微笑曲線分為左、中、右三部分，左

段為技術專利，中段為組裝製造、右段為品牌服務，微笑曲線代表獲利，

在中段位置獲利最低，左右兩端則為高獲利，施振榮認為要維持企業競爭

力，必須往左右兩端邁進，其後 Chen, Shin-Hong（2004）延續微笑曲線概

念（見圖 2-1）分析台灣與大陸 IT 產業全球價值鏈，從最左至最右，微笑

曲線高低代表價值的多寡，其中以生產製造價值創造部分最少，而兩端則

為研發設計與品牌行銷，這可以說明國際大廠在品牌行銷與研發設計上掌

握無形資產與關鍵技術，促使它們能夠持續創造價值，而與 Robock and 

Simmonds（1989）在描述跨國企業經營時，會將價值鏈的最頂端之研發中

心，至最末端的銷售據點的設置等，採行各種不同的海外直接投資方式，

於全球各地進行布局，以達到規模化的效率的概念有異曲同工之妙。 

 
圖 2-1  IT 產業的跨界創新網絡-微笑曲線圖 

資料來源：Chen, Shin-Horng, 2004 

循著理論的演進（如圖 2-2），過去談論有關全球商品鏈（GCCs）、

全球價值鏈（GVCs）等概念，逐漸轉變為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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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GPNs）。  

  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 

Global Value Chain 
（GVC）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 

研究背景 經濟社會學 發展經濟學 相關的經濟地理 
調查對象 全球產業下的公司內 

部網絡 
全球產業下的區域邏輯 全球網絡型態及區域

發展 
概念定位 1 產業結構 

2 治理 
3 組織學習 
4 產業升級 

1 價值增加鍵 
2 治理模型 
3 交易成本 
4 產業升級和租金 

1 價值創造、提升及獲

得 
2 法人的、集體的和組

織的力量 
3 社會的、網絡的和區

域的鑲嵌 
知識影響 1 MNC 文獻 

2 相對的發展 
1 國際性的商業 
2 貿易經濟學 

1 GCC/GVC 分析 
2 行動者網絡理論 
3 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圖 2-2  全球生產網絡演進歷程圖 
資料來源：Neil M Coe et al., 2004  

Ernst and Kim（2002）提出全球生產網絡的概念，指出全球生產網絡

結合了廠商間跨界的價值鏈，並以水平的方式整合各種層級的網絡，使廠

商能以低廉的價格獲取更彈性、更專業化的供應商。Ernst and Kim（2002）

更進一步說明自由化、資訊科技及競爭是讓跨國企業轉變成全球網絡旗艦

廠商（global network flagships）的驅動力量。其原因在於貿易自由、資本

流動自由、FDI 政策自由及企業私有化、讓地區特有稟賦自由流通於全世

界；而資訊科技的進步，不但降低了市場的成本與風險，也讓全球市場更

加一體化；競爭的因素讓廠商跨越國界的籓籬，將商業活動拓展到全球市

場。因此，全球生產網絡被視為取代傳統跨國企業的一種新興生產系統。

也就是說過去跨國企業採用直接投資設立據點進行企業活動，而全球生產

網絡的出現則使跨國企業能以企業間網絡連結方式取得當地資源，而不一

定要直接前往投資該地。 

Henderson et al.（2002）認為鏈（chain）的概念將生產和分配過程過於

簡化成垂直且線性，事實上，產業活動應該以高度複雜的網絡（networks）

結構來呈現，其包含水平、斜線、垂直所組成多面向、多層次、點陣化的

經濟活動。同時認為商品（commodity）泛指標準化產品，在空間和時間上

的生產固定，無法抓取後福特主義特徵化的各產業生產形式，因此網絡才

適合全面性的形容產業活動態樣。Henderson et al.（2002）依據全球商品鏈

之核心概念加以修改及延伸，將許多全球商品鏈的抽象概念，更明確地說

明其定義與內容，並將全球生產網絡予以架構化（圖 2-3）。其將全球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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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解構為價值（value）、權力（power）與鑲嵌（embeddedness）三個範

疇，價值是指剩餘價值，也是一種租，其在描述廠商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

「租」，如何創造、獲取及強化；而權力則是指主領廠商在全球生產網絡

中，具有決定性且持續地影響網絡中的決定與資源的配置，同時也決定了

價值的獲取與強化；鑲嵌則是指廠商在功能及領域中的聯繫。隨後，

Henderson et al.提出四大部分：廠商、組織、網絡及部門來分析上述三個範

疇的運作情形。 

價值
- 創造
- 強化
- 擄獲

權力
- 企業
- 集體行動
- 組織

鑲嵌
- 領域
- 網絡

分類

價值 結構

面向
廠商
- 所有權
- 結構

組織
- 政府
- 準政府
- 非政府

部門
- 科技
- 產品/市場

合作架構

區域發展

網絡(商業或政策)
- 結構
- 權力配置
- 管理

價值
- 創造
- 強化
- 擄獲

權力
- 企業
- 集體行動
- 組織

鑲嵌
- 領域
- 網絡

分類

價值 結構

面向
廠商
- 所有權
- 結構

組織
- 政府
- 準政府
- 非政府

部門
- 科技
- 產品/市場

合作架構

區域發展

網絡(商業或政策)
- 結構
- 權力配置
- 管理

 
圖 2-3  全球生產網絡概念圖 

資料來源：Henderson et al.,2002 

Coe et al.（2004）則指出全球生產網路為廠商和非廠商經由商品和服

務的生產、分配及功能運作所產生的交互連結網絡。以廠商為中心的生產

網絡會受鑲嵌的社會政治環境影響，雖然生產網絡本身較沒有區域特殊

性，但環境因素受區域特殊性影響很深。因此，特定地域的地方行動者與

全球生產網絡的非地方行動者因領域鑲嵌程度深淺而有所差異。換言之，

特定地域產業須有能力連結全球生產網絡，並妥善利用與整合地方資源與

資產，始能滿足全球生產網絡進行生產與重組之需求，進而提升其價值。 

全球生產網絡的概念提升了跨國企業活動範圍，有別於 FDI 理論中跨

國企業直接對外投資的觀念，而是將全球資源做整合利用，同時以直接對

外投資設立營運據點，或與當地廠商進行合作，以外包方式整合當地特殊

稟賦，進行國際化活動，在此情形下，跨國企業國際化活動變得越趨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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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多樣性。然而在本研究中，台灣企業集團進行兩岸投資佈局，仍然停

留在 FDI 理論範疇內，其目的在於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得當地市場、勞力

等資源，進行外包活動情形仍屬少數，因此本研究仍依循 FDI 理論為基礎，

進行後續實證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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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廠商組織理論 

新古典經濟學中廠商被視為一個黑盒子（black box）會自動產生所有

決策，無所謂內在變數存在，直到 Coase 於 1937 年出版《廠商的特性》後，

學者們才開始探討廠商組織屬性。Chandler（1990）認為歐美先進企業之所

以能夠持續保持主導地位，是因為他們最先在生產、技術、管理及行銷方

面做了長期龐大的投資，取得了先行者的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在

組織內累積了難以模仿複製的組織能力（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Penrose

（1995）則認為企業會有極大動機有效利用企業本身已累積的組織與經營

能力，因此會有繼續成長的動力，並且有時會以多角化經營方式呈現。因

此廠商組織會隨著本身需求而不斷演進，以追求成長的動力。Huang（2006）

整理過去學者所提出的三種廠商組織演進假設：組織生態學假設

（Organization ecology theory hypothesis）、資源賦能組織假設（resource 

endowment organization theory hypothesis）、組織效率理論假設（organization 

efficiency theory hypothesis），其分別從生態學觀點、廠商特有能力觀點及

廠商追求效率觀點著手，描述廠商可能進化過程及其影響因素，並從中歸

納出廠商的進化是和外部環境互動的結果，同時也是廠商在市場競爭下與

其他組織互動結果。 

在全球化浪潮下，企業為尋求永續經營，取得或更便宜的使用所需要

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分散國內投資風險，會利用國外投資以增強企業的生

存力與競爭力（吳姵嬅，2005）。跨國企業基於全球分工與全球佈局思考

下，對於本身組織能力的提升有其需求，為維持企業競爭力，隨著外界環

境調整其組織型態是必須的。Hayter（1997）嘗試描繪廠商在空間中發展的

模式，如圖 2-4 假設在一空間中存在本國及其他國家 1234，其中 4 存在貿

易障礙，階段一時，假設本國內出現單一廠商且發展良好；到了階段二該

廠商生產網絡逐漸滲透到國內市場，藉由國內市場壯大廠商內部組織能

力；階段三當廠商在國內已完整布局，掌握了國內市場後，在面臨市場發

展潛力飽和情況下，開始將其產品以出口方式銷售海外，或藉由授權代理

方式在國家 123 找尋該地廠商進行授權代理行銷，而國家 4 因存在貿易障

礙而使產品無法進入該國市場，在此階段廠商並未有跨國生產行為，僅止

於擴張市場規模；到了階段四以出口或海外授權代理方式已無法滿足廠商

成長需求，因此憑藉過去累積之組織能力與對該國的認識，開始對外建立

海外子公司，直接經營銷售行為；最後一階段，廠商藉由累積之國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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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及本身能力，成功轉型為跨國企業型態，並在國家 1234 中進行投資布

局。 

公司的活動空間 階段一：單一廠商 階段二：滲透到整個國內市場

階段三：採用海外銷售代理商 階段四：建立國外子公司 階段五：產生跨國產業的公司

公司的活動空間 階段一：單一廠商 階段二：滲透到整個國內市場

階段三：採用海外銷售代理商 階段四：建立國外子公司 階段五：產生跨國產業的公司  
 

圖 2-4  空間中廠商發展模式示意圖 
資料來源：Hayter, 1997,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location, p.198 

從上述廠商在空間發展之模式分析，企業組織追求成長及擴大自身規

模的行為，影響空間的經濟整合，既使國家存在的行政界線及制度規範，

然而企業組織卻能透過網絡及組織特性滲透，並憑藉著資訊在全球的流通

與資本自由化機制下，達到其擴張之目的。 

企業組織形式一般可分為單一企業組織及企業集團（enterprise group）

組織，單一企業組織係由母公司與分公司所組成，所有分公司決策行為以

母公司統一進行；而企業集團則由關係企業所組成企業群體，集團成員包

含分公司及子公司，當企業集團的發展超過國界後，就成為跨國企業，而

跨國企業就是跨國界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羅斌，1999）。 

高建民、林志航、馬力、陳富民（1999）認為企業集團是在現代企業

制度高度發展基礎上形成的一種以母子公司為主體，通過產權關係和生產

經營協作等多種方式，由眾多的企事業法人組織所共同組成的經濟聯合

體。企業集團的成員之間既有經濟關係又有行政關係，其經濟關係體現在

企業成員之間存在著一種準市場的交易關係，集團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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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通過股權、產權、資金、技術等經濟紐帶緊緊的連接在一起。企業集團

最早出現在 50 年代的日本，特別是指三菱、三井、住有、三和、第一移動

銀行和富士六大集團，後來則逐漸跨大其範圍。高明華（1999）認為企業

集團化現象是企業間優化重組、組織間的結合形成集團，以及企業集團規

模擴大的過程。企業集團化能有效地突破行政界線，推動資源、生產要素

在地區間自由流動與優化配置，消減地區間、行業間、所有制度間經貿發

展和企業聯合的障礙。企業集團通過跨地區收購、兼併、聯合、重組等形

式進行規模擴張，有利於形成規模經濟、增強企業競爭能力。 

Cainelli, Iacobucci and Morganti（2006）引用 EUROSTAT（2003）定義

企業集團如下： 

（一）一個合法單位對於其他合法單位直接擁有至少 50%以上的投票

權 

（二）一個合法單位對於子公司至少擁有 50%以上投票權 

（三）一個合法單位完全合併另一家合法單位，且無人合併此單位。 

而台灣官方書面中鮮少出現企業集團字眼，但公司法中有提到關係企

業之定義，若具有以下三條件其中之一者，視為關係企業： 

（一）凡持有被投資公司之有表決權股份 50%以上，或相互持有對方

之股份 33%以上者； 

（二）兩公司之股份總數或資本額有半數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

資者； 

（三）兩公司之董事、執行業務股東有半數以上相同者，推定為關係

企業。 

中華徵信所對於台灣集團研究上，歷經多年的調查與研究，自 1973 年

起開始針對台灣企業進行集團調查，至今經由多次改版，其對於企業集團

之定義也進行歷年修正，根據其最新之企業集團定義如下： 

（一）三個以上分子企業組成； 

（二）核心公司必須設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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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人資本占有 51%以上； 

（四）核心公司持有被投資公司 50%以上或最多股權者； 

（五）公司之間相互投資，而持有對方股份 33%以上或最多股權者 

天下雜誌於 1993 年起，進行台灣企業集團相關研究，根據其定義企業

集團為： 

（一）兩個以上的分子企業組成； 

（二）核心公司持有對方 25%股份或最多股權即可； 

（三）不排除集團母公司為外國企業的集團。 

而本研究在此認為中華徵信所為國內最早針對企業集團進行研究之機

構，經歷數十年資料之累積，掌握了台灣重要大型企業集團化過程與其全

球布局發展，同時包含企業組織架構、財務等資料，可以說相當完整記錄

了台灣過去至今企業集團發展歷程，其企業資料應是相當完整而具公信

力，因此採用其所出版之台灣集團企業研究作為本研究之資料庫，同時對

於集團之定義也採納其所作之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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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區位選擇理論 

在本節中，將回顧有關廠商區位選擇相關理論，過去學者對於廠商區

位選擇之研究多如繁星，從傳統工業區位理論到跨國企業海外投資活動之

區位選擇，已累積相當多的文獻基礎，同時對於廠商區位選擇的考量從單

一因素逐漸演變為多層次因素影響，顯示學者對於廠商區位選擇行為逐漸

能掌控其主要考量因素，並逐步尋找細部因素，探尋這些細微因子如何影

響廠商區位選擇行為。而本研究在此針對跨國企業區位選擇，首先呈現傳

統工業區位理論，從單純成本因素考量著手，再逐步引出跨國企業區位選

擇行為之研究，找尋適合本研究欲實證之變數。 

一、傳統工業區位理論 

Weber（1909）最早發表了工業區位理論，成為產業區位選擇的先驅，

他提出廠商會選擇總成本最小的地方設廠，並指出三個影響工業區位選擇

的主要因素，即運輸成本、勞力成本及聚集經濟。若其原料在生產過程中

失重率較高，則廠商一般會選擇原料產地設廠；反之，則會選擇靠近市場；

而聚集經濟則是包括規模經濟與外部經濟而言。Weber 工業區位理論從成

本觀點出發，分析廠商區位與原料產地、市場區位及運輸方式等因素相互

影響的關係，以成本最小化及利潤最大化為原則發展出衡量工業區位之方

法。1950 年代以前，產業區位理論研究大都把運輸成本最低、工資成本最

低等單項成本因素作為影響產業區位的關鍵變量，1950 年代後，多種成本

因素的綜合分析取代了單一成本因素考量，投入產出分析得到廣泛應用（王

緝慈，2001）。 

Marshall（1925）是最早對於廠商在空間集中提出聚集經濟的都市經濟

學者，他認為廠商集中在一個地區的理由為：專業勞力聚集地方上可以提

供非交易性的投入、資訊以及思想的流通能夠分享資訊。Hoover 則進一步

擴展聚集經濟的概念，將其區分為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和

都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es）（田揚名，2006）。地方化經濟係指

廠商的聚集使得廠商間產生正面外部性，當產業擴張時，廠商成本曲線便

會向下移動，這種成本的節省可能是源自於生產要素成本的降低；都市化

經濟主要源自於產業外部與廠商外部，其係指都市中一般經濟活動，對廠

商所產生的生產利益，發生於產業與產業間，多數廠商的集中分佈，產生

外部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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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緝慈（2001）引述 Perroux（1955）提出成長極理論（growth pole theory）

後經 Mydral、Hirschman 和 Friedmann 等學者加以發揚光大。所謂成長極係

指廠商或產業分佈、具有成長與空間聚集的點。但這些廠商或產業並非均

勻地分佈於地理空間上，而是以不同的強度在空間上成點狀分佈，且藉各

種不同的傳播途徑，對整個區域經濟發生不同的影響。Perroux 認為成長極

能否存在，完全要看該地區是否有促進型產業（propulsive industries），具

有基本功能及高度成長潛力來推動區域經濟成長。成長極的經濟機能，由

於促進型產業，經由產業關連產生連續的成長效果，就個別廠商而言，因

集中擴大生產、專業化等，降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率，產生內部經濟；

就同類廠商而言，因共同運銷、或具有相同技術背景、勞力巿場、使用相

同服務等設施，因此使生產成本降低或效率提高，產生地方化經濟，而在

都巿中，因不同產業聚集一處，彼此間相互供給所需，藉由完善之基礎設

施及其他如學校、醫院等設施之提供，吸引各產業活動聚集發展，產生都

市化經濟。Markusen（1996）也提到在地理空間中存在著一地區，為「滑

動世界中的黏性地區」，在這地區中廠商偏好聚集，並且相互分享資訊與

技術，只有這些地區有能力維持創新能力與競爭力，這與 Perroux 所提之成

長極理論類似，即廠商會在地理空間中以不同強度集中。 

至此，傳統工業區位理論從最簡單的成本考量慢慢轉變成複雜的聚集

經濟觀點，考量各種產業生產活動在空間分布上之集中，產業生產活動為

得到聚集經濟之利益，因而在空間分布上產生集中發展的現象，企業從單

純成本考量逐漸加入產業聚集因素，使得區位選擇行為更趨雜化。 

二、跨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 

古典經濟學派所發展的理論，大致以完全競爭市場、理性經濟人的假

設前題，探討單一廠商設廠的空間考量因素。早期論述較偏於靜態分析，

未考量整體產業區位及廠商間特性差異及變化等問題，無法解釋科技產業

因創新活動頻繁所形成的動態特性，並忽略了制度性因素（如政府獎勵政

策等）對區位的影響（田揚名，2006）。同時跨國企業的出現，廠商區位

選擇標的不再侷限於國內，國外不同空間特性讓區位因素更趨複雜，廠商

組織的演進也讓選擇區位行為考量更為嚴謹。 

跨國企業進行海外投資時，基於最大化投資報酬下，地主國是否能為

企業帶來區位利益成為相當最要的因素。根據 Dunning（1973）看法，一般

區位理論（general theory of location）為同時考慮市場因素及成本因素，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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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即所謂的需求導向（demand-oriented）及供給導向（supply-oriented）

二種。前者為假設在一既定的市場下，每一企業在追求最大利潤的思維下，

根據投入的要素成本、生產的效率性以及產品產出至出售是否接近市場等

因素，來判斷生產成本，進而選擇在成本較低的地方從事生產；而後者為

假設區位經濟個體的生產成本相互獨立，在不完全競爭市場下，海外投資

是想要掠奪市場佔有率，進而獲得獨佔的利潤。區位特性對於跨國企業來

說，被視為該區域具有發展優勢，這些優勢包括：（1）原料投入（如：勞

力、能源、材料、零組件和半成品）的價格便宜且使用方便；（2）地主國

擁有較大的市場潛力；（3）要素投入的品質和生產力較佳；（4）政府的

政策干涉（如：貿易障礙、稅制和獎勵措施、以及政治的穩定性）。 

此外 Dunning（1973）亦將影響跨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因素分為五種：

（1）市場因素：包含當地市場大小與成長率；（2）成本因素：包括勞動

與其他要素成本；（3）投資環境：包括地主國政府態度、政治穩定度、匯

率等因素；（4）貿易障礙：如關稅、配額等；（5）一般性因素：如預期

利潤等。Dunning（1988）更進一步結合了寡占競爭理論、內部化理論及區

位理論，提出折衷理論（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來解

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Dunning 認為企業對外投資必須具備三種優勢：（1）

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企業必須有某些「淨優勢」（net 

ownership advantage），即進行海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包括自然資源稟

賦、資金、勞力等有形優勢，以及生產技術、創新能力、管理知識、金融

貨幣優勢、開拓市場與獲得原料能力等無形優勢；（2）內部化優勢

（internalization）－企業決定自行於地主國行使「淨優勢」，而不將這些

優勢藉由槓桿方式出售出去，即指企業可發展出跨國企業型態，在內部實

行國際的垂直或水平分工；（3）區位優勢（location）－地主國須有「淨優

勢」發揮的空間，即指企業如何運用被投資國的優勢，如勞力成本、勞力

素質、資源稟賦、基礎建設、市場規模、政府政策等。同時，Dunning 再

進一步指出，當企業同時具備三種優勢，即具備了國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

勢；當只具前二種時，最好專注於出口貿易開拓國際市場；當僅有第一種

優勢，則考慮以技術轉讓方式參與國際生產，而不要對外直接投資。換言

之，如何選擇最有利的投資環境設廠可能是企業對外投資的一大關鍵。 

Ferdows（1997）在對國際企業海外生產據點的研究中，也說明企業在

選擇佈局據點時，會考慮三項策略性因素：（1）接近市場；（2）資源的

尋求；（3）接近生產技術及知識。Kotabei, Srinivasan &Aulakh（200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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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也發現，企業的投資動機會影響企業投資區位的選擇，但影響力的大

小將會隨企業的相關能力而有所不同；Cheng and Kwan（2000）研究指出

跨國企業對外投資最重要的因素為勞動成本；Billington（1999）研究發現

一地區工業化程度越高則越能吸引資本密集的廠商前往投資，因為工業化

程度越高顯示該地區產業有聚集現象，產業的群聚能帶來外部性及規模經

濟，吸引廠商進駐投資。另外，Yu and Ito（1988）則指出對外投資與兩國

地理上距離存有負向關係，即兩國愈遠，地理上的相似程度愈低，愈不可

能赴當地國投資；Hill, Hwang and Kim（1990）也認為文化、經濟與法規之

認知差距愈大時，企業海外投資的意願將愈低。Guimar�aes, Figueiredo and 

Woodward（2000）則認為外資投資聚集之地區越容易吸引 FDI 進入投資，

其原因在於可以降低投資之不確定因素。 

國內研究方面薛琦（1982）、陳添枝、蘇顯揚（1990）的研究發現台

灣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為開拓當地市場。而戴育祥（2000）、表旻燦

（1997）等學者研究則指出跨國企業對外投資主要考慮為勞動成本。此外，

企業進行投資時可能因為國際化經驗的不足或對當地市場的不熟悉，而藉

由國內的生產網絡或熟悉的廠商引薦而進行海外佈局，或利用所有權優勢

與市場資產與其它廠商建立合作關係，建立全球化的策略網絡，進而強化

市場地位與市場綜效（魏啟林、陳厚銘，1995）。丁雯靜（1997）採用區

位選擇變數：成本、市場、產業特性等及廠商屬性變數：企業規模、垂直

分工程度、資本獲利率、網絡地位等探討台商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其結

果發現規模較大的廠商對外投資能力較強，同時雇用勞工總人數越多，對

外投資阻力較高，此外市場導向仍是影響區位選擇最主要因素。康信鴻、

廖婉孜（2006）藉由實證研究發現台商主要集中投資於沿海開放城市、經

濟特區及高新技術園區等地區，同時也證實表旻燦（1997）的研究，自 1993

年後，台商對中國投資類型由生產因素導向轉向市場因素導向。 

一般認為跨國企業研發活動往往發生在母國（Borensztein et al. 1998），

海外子公司之研發技術主要依賴母國總公司之技術移轉，藉此發生技術擴

散的現象。然而在最近研究中指出，對於跨國企業而言，海外子公司之研

發活動也相當重要（Pearce and Singh，1992），其獲取新技術除了依靠母

公司之移轉外，亦可透過在當地之研發活動產生。劉孟俊（2007）研究台

商在中國之研發網路，發現台商將進行市場需求面的創新活動，而這活動

有助於其產品或技術符合當地市場，迎合當地市場偏好的情形，同時其認

為在當地進行生產研發，能降低生產成本，由於中國地大物博，各地區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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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同區域創新系統型態（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而台商在不

同型態之區域創新系統內投資，將有不同之技術連結情形。 

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概念大量被使用在解

釋廠商創新行為，而較少直接連結廠商生產面，甚至拿來作為跨國企業區

位選擇之因素。王緝慈（2001）認為區域創新系統為區域創新網絡各個節

點（企業、大學、研究機構及政府等）在協同作用中結網而創新，並融入

到區域的創新環境中而組成之系統。Evangelista 等人（2002）則將其定義

為公私部門行動者和機構的地方化網絡，這些行動者和機構的活動和互動

能夠產生、輸入、調整和傳播新技術，強調系統化的互動過程而為數種網

絡關係的整合。區域創新系統的概念源自於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NIS）的論述，故 NIS 許多構成要素套用於 RIS 原則上

應可適用，包括：（1）廠商內部組織；（2）廠際關係，例如商業部門和

其他組織間互動型態和強度；（3）公部門和公共政策的角色；（4）金融

部門的制度建構；（5）研發強度和組織；（6）制度架構，指區域治理結

構；（7）生產系統的特徵與部門專業化型態，例如競爭與勾結、市場結構、

分工等；（8）開放性程度和吸收外部資源能力；（9）核心－邊陲階層性

力量（Evangelista et al., 2002）。 

企業以及區域內教育和研究機構、公共機構等與創新相關的組織或行

為主體，利用結成的網絡進行創新，對於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創新優勢的獲

得十分關鍵（蓋文啟，2002），由此引伸出創新網絡（innovation network）

的概念。鏈結網絡特徵對創新和區域成長面向甚為重要，解構網絡組成，

可歸納出以下元素：（1）廠商間水平與垂直關係－指主要契約商、承包商、

同業或異業獨立企業相互間的關聯性；（2）廠商與其他技術基礎設施的接

觸－即廠商與大學、其他研究機構或技術中心的諮詢、技術合作關係；（3）

政府機構、利益團體與金融借貸的角色－政府主要為協助推廣者，利益團

體、金融制度各自支援商業技術和資訊，及供應創投（Gebauer et al., 2005），

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和資源，協助科技創新與發展，於形塑創新網絡是不可

或缺的角色。 

劉孟俊（2007）將中國環渤海、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區之區域創新系統

分類，並描述其特徵如表 2-2。其依據三個區域創新系統的經濟發展及台商

投資趨勢，將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分別歸類為「國家區

域化創新系統」「網絡型區域創新系統」與「地域深植型區域創新系統」。

環渤海地區中，北京為中國政治中心，擁有豐富人才資源有助於其發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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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的高新技術產業、生物科技產業與第三級產業，而這些產業發展也受到

國家大力支持，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2006-2020」中，

即提出透過自主創新，建構創新型城市的規劃目標，藉由科技、知識、人

力、文化與政策等創新因素，引領區域內其他城市發展，更刺激區域內各

城市與產業的創新發展。其中，北京率先建立創新型城市，分別在科技與

體制方面提出創新策略，在體制上由政府促進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化，由過

去計畫型經濟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導向的新型產學研合作體系，藉

由國家政策帶領並輔助科學技術與教育發展，因此政府在創新系統中積極

扮演推動角色，包括成立研究機構、創新政策推展、輔助企業創新發展等

面向；長江三角洲藉由中心城市上海的發展，成功帶動周圍地區之發展，

區域分工協調與產業鏈最為完善，地方政府在創新系統當中的主要功能為

提供良好的制度與環境政策，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產業政策的

治理方面（Nelson，2000）。然而在初期地方政府治理態度與政策制定偏

向於各自為政情形，缺乏互動與聯繫（程家安，2003），而後地方政府對

於區域創新系統的經營開始注意以長江三角洲為出發的跨省市合作，透過

建立此類地方政府間的制度平台開啟了加強合作的契機（邊泰明，2006）；

珠江三角洲之發展以地緣接近性為基礎，包括廣東省的深圳、珠海、汕頭

等，製造業發達，以電子通訊產品製造業和家用電器製造業具規模，但相

對來說這些產業屬於已成熟產業（劉孟俊，2007）。珠三角地區雖然僅包

含廣東省，但實際上地方分權情形相當明顯，各地方政府之間競爭誘因大

於合作，而無法充分發揮協調能力，但由於競爭性高，也形成其發展繁榮

的重要推力之一，相互間的競爭有利於改善過去計劃管制經濟體系底下投

資與發展審批程序與規定的僵化、缺乏彈性，但相對也造成對於生產與投

資管制體系的解放，形成對於追求發展目標的無序與惡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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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國三大地區區域創新系統類型及特徵表 

資料來源：劉孟俊，2007 兩岸經濟發展與轉型研討會    

周于晴（2007）透過對台灣工業地域的研究發現，創新氛圍較強的地

域對於廠商生產力有正面相關，且於地域內的創新產生與知識傳遞，會衍

生出地域效果（district effect），其內涵包括：（1）單一廠商所採取的學

習過程會對其他處於相同生產階段的廠商造成直接影響，如模仿和競爭機

制；（2）廠商學習過程會促成不同生產階段廠商的外溢；（3）快速且有

效地適應需求改變的能力，以及產品創新（Cainelli and De Liso, 2005）。

知識外溢效果會受到地理空間因素影響，地域內的知識外溢為廠商快速回

應改變、創新和達成競爭成效的關鍵要素之一。企業組織為保持競爭地位

必須更具有生產力，生存及獲利被看成是生產力的直接產物，而生產力可

視為一種投入相對於產出的比率，反映出投入努力之後所得到的成果

（Brinkerhoff and Dressler, 2001）。因此當一地區之創新氛圍較強時，廠商

在此能獲取較多外部資源、知識及技術等，對於其生產力之提高將有幫助，

而生產力之提高，廠商本身競爭地位將隨之提高，逕而增加廠商競爭能力。

對於跨國企業而言，地主國擁有較高的區域創新表現，將有利於其投資設

廠所獲得之利益，在追求最大化利益下，區域創新系統帶給廠商互動聯繫

的平台，在此平台中分享知識及技術，同時透過系統中各種角色相互聯繫，

廠商間垂直水平關係、廠商與非廠商間互動合作、技術交流等，從中獲取

對於跨國企業有利之資源與條件，逕而提升競爭力。 

本研究在此提出區域創新系統概念，並不在於探討跨國區位研發區位

之選擇，而在於利用區域創新系統概念來表現區域競爭力，上述論述為站

在跨國企業立場，觀察區域創新系統能為企業本身帶來何種優勢，若從區

域角度來看，實際上，區域創新系統可以被視為區域競爭力，跨國企業在

眾多區位選擇中，將選擇較具競爭力之區位投資，如此一來可憑藉本身企

業無形優勢，結合當地競爭力而提升跨國企業整體營運能力。 

 環渤海地區 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類型 
國家區域化創新系

統 
網絡型區域創新系統 

地域深植型區域創新

系統 

特徵 

與國家或國際創新

系統整合，具有推動

新產業的潛力 

理論上是最理想的區域

創新系統，多半為市場導

向的成長中階段產業 

創新活動建立在藉由

地理鄰近性，多半針

對特殊成熟產業 

產業

生命

週期 

高科技產業、服務業 
金融、貿易、航運、資訊

服務業 

電子、家電的製造、

加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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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衡量區域創新系統表現並不容易，過去文獻中常用來衡量創新成

效者為廠商專利數，不管是用來表示廠商創新能力或區域創新成效等（郭

慧蘭，周于晴等人，2007），在此專利數都被視為創新之產出，也就是廠

商研發投入後所產生之創新成果，但事實上，專利數用於投入面及產出面

指標，目前並無定論，而在本研究中，則將其視為產出面，為地區內廠商

或研究機構投入研發活動所帶來之成果，而這個成果對跨國企業而言，將

有助於其海外子公司獲取新技術，或使其產品更貼近當地市場，而獲取更

大利益。 

在廠商特性對區位之影響方面，除了 Dunning 認為企業之「所有權優

勢」將影響跨國企業對外投資區位外，Davidson（1981）亦指出投資經驗

為廠商區位選擇之重要因素。台商由於對於中國投資環境不熟悉，初始投

資較傾向於中國政府規劃之經濟特區或台（外）商群聚之地，以享有外部

效果（康信鴻、廖婉孜，2006），這與王振寰（1997）所作之研究台商第

一階段投資以廣東、福建兩省為主，較接近台灣投資環境結果相同，而第

二階段台商投資則有往內陸及長江下游流域移動之趨勢，顯示隨著進入中

國時間增加，台商對於中國投資環境、人文風俗及人脈與資源的累積，再

投資時將不再侷限於相同區位，而較有能力往其他環境較陌生之地區移

動。另外根據 Harrigan（1995）的研究顯示，廠商產業類別不同對於海外

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有顯著差異，這在康信鴻、廖婉孜（2006）實證研究

中也被證實。 

綜上所述，跨國企業在區位考量因素上，主要還是以市場因素、成本

因素及廠商特性考量為多，這與企業本身為維持競爭力及長期成長目標下

進行國際化活動的目的是相符的。當企業在國內市場飽和及國際競爭壓力

下，不得不對外尋求更多發展，其動機不外乎市場尋求、資源尋求、效率

尋求等，因此在考慮投資之地主國時，同樣會針對該地投資環境、市場規

模及成本等方面著手，更進ㄧ步，本研究認為跨國企業對於地主國創新表

現之要求，將是其考量投資的因素之一，創新表現對其投資生產之生產力

有其貢獻，同於也讓跨國企業在該地之分（子）公司藉由鑲嵌在該創新系

統中，而能達到資源與技術獲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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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回顧過去學者研究，企業跨國投資的形成源自於國內市場飽和、產品

技術趨於成熟及國際競爭壓力下，為了追求產品市場成長與維持競爭力，

企業將採取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世界各地設立生產據點，形成所謂國外直

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因此可以得知企業跨國投資動機

在於市場尋求、資源尋求、生產成本等因素，在此動力下跨國企業基於專

業分工及全球布局，整合各地比較利益，形成具有優勢的競爭基礎。隨著

貿易自由、資本流動自由、FDI 政策自由及企業私有化，讓地區特有稟賦

自由流通於全世界，不但降低了市場的成本與風險，也讓全球市場更加一

體化，因此全球生產網絡概念的出現即在描述全球化下，跨國企業組織在

全世界生產系統分工的情形，並且更進一步將跨國企業轉變成全球網絡旗

艦廠商（Ernst and Kim，2002）。然而全球生產網絡概念雖然陳述地區特

有稟賦能自由流通於全世界，但卻不能解釋為何跨國企業在其投資區位選

擇上，仍然會考量區位條件因素，同時全球生產網絡擴張了跨國企業活動

範疇，涉及企業內部及外部垂直與水平生產網絡關係，但對於本研究之對

象：台灣企業集團，仍表現出 FDI 理論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並在其內部

進行垂直或水平的地理空間分工情形，因此本研究仍將以 FDI 理論作為研

究之理論基礎。 

Markusen（1996）曾提到在地理空間中存在一「黏性地區」，該地區

能吸引廠商進駐，且不斷維持其創新能力及競爭力，從此看來區位條件在

全球化下仍然有其重要性，儘管跨國企業讓資本、資源及技術流通於全世

界，但其在全球投資佈局考量下，對於其投資區位選擇仍會選擇對其有最

大利益之地區，也因此學者對於區位選擇理論之研究多如牛毛，從傳統工

業區位理論，以單一成本因素作考量，逐漸演變成複雜的多項變數考量甚

至由於跨國企業組織的出現，跨界區位選擇與廠商組織複雜化，使得區位

選擇理論更趨於多樣性。 

跨國企業區位選擇影響研究可分為廠商特性及區位條件兩部分，前者

學者如 Davidson（1981）、Harrigan（1995）、丁雯靜（1997）、康信鴻、

廖婉孜（2006）、Harrigan（1995）等人，分別將廠商之投資經驗、產業類

別、企業規模、投資時間等變數實證出對廠商之區位選擇有顯著之影響；

而後者學者如薛琦（1982）、陳添枝、蘇顯揚（1990）、戴育祥（2000）、

表旻燦（1997）等人，藉由實證發現市場規模、勞力成本、產業聚集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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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條件為跨國企業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這顯示出跨國企業在區位選擇上，

不僅僅對於其欲投資之地區進行評估，同時也會考量其本身條件能力，找

尋對其有最大效益之地點進行投資。另外地區之創新表現也有助於廠商在

當地形成技術連結，海外子公司在當地之研發活動所產生之技術，將有利

於跨國企業貼近當地市場，取得競爭優勢（劉孟俊，2007），因此區域之

創新表現也是吸引跨國企業投資之因素之一。周于晴（2007）研究中也發

現地區之創新能力越強，對廠商生產力之影響越顯著，即地區創新條件越

佳，對廠商生產力有正面影響。依此本研究之理論與研究脈絡如圖 2-5，並

整理過去學者研究之區位選擇因素如表 2-3，並從中選擇符合本研究之研究

對象及研究目的之變數，作為實證變數之依據。 

 
圖 2-5  相關理論與研究脈絡圖 

表 2-3  跨國企業投資區位考量因素彙整表 

學者 跨國企業投資區位考量因素 

Dunning（1973） 
影響跨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因素為：（1）市場因素；（2）

成本因素；（3）投資環境；（4）貿易障礙；（5）一般

性因素。 

Davidson（1981） 學習經驗為廠商區位選擇之重要因素，工業化程度對

於廠商投資區位有影響。 

Dunning（1988） 提出折衷理論：（1）所有權優勢；（2）內部化優勢；（3）

區位優勢。 

Yu and Ito（1988） 
企業對外投資與兩國地理上距離存有負向關係，即兩

國愈遠，地理上的相似程度愈低，愈不可能赴當地國

投資。 

Hwang and Kim
（1990） 

文化、經濟與法規之認知差距愈大時，企業海外投資

的意願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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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跨國企業投資區位考量因素 

薛琦（1982）、陳添

枝、蘇顯揚（1990） 台灣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為開拓當地市場。 

Harrigan（1995） 廠商產業類別不同對於海外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有顯

著差異。 

Ferdows（1997） 
企業在選擇佈局據點時，會考慮三項策略性因素：（1）

接近市場；（2）資源的尋求；（3）接近生產技術及知

識。 

丁雯靜（1997） 跨國企業投資區位會受到區位特性與廠商屬性影響 

表旻燦（1997）、戴

育祥（2000）、Cheng 
and Kwan（2000） 

跨國企業對外投資主要考慮為勞動成本。 

Guimar�aes, 
Figueiredo and 
Woodward（2000） 

外資投資聚集之地區越容易吸引 FDI 進入投資，其原

因在於可以降低投資之不確定因素。 

Billington（1999） 
一地區工業化程度越高，表示其產業群聚現象明顯，

因而產生外部性及規模經濟，越能吸引資本密集的廠

商前往投資。 

康信鴻、廖婉孜

（2006） 

藉由實證研究發現台商主要集中投資於沿海開放城

市、經濟特區及高新技術園區等地區；且對中國投資

年資越久之廠商，再投資時有往內陸發展之趨勢；另

外產業別不同，區位選擇也不同。 

周于晴（2007） 透過對台灣工業地域的研究發現，創新氛圍較強的地

域對於廠商生產力有正面相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