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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 

第一節  研究課題 

跨國企業的出現基於母國市場飽和、投資環境變遷等因素，在本國無

法具競爭優勢之成本營運時，將採取對外直接投資手段來獲取競爭力，因

此企業跨國投資動機在於獲取市場、資源及低生產成本等，而站在全球立

場上考量，分別佈局其生產區位。全球生產網絡概念雖然透過網絡概念將

全世界生產據點連結起來整合全球生產稟賦，讓地區特有稟賦自由流通於

全世界，但實際上，跨國企業在決定投資區位時，仍會針對個別區位條件

進行評估，因個別投資區位仍有其獨特優勢得以吸引企業進入投資。跨國

企業區位理論中，地主國市場、成本、投資環境及貿易障礙等因素為跨國

企業考量之重點，同時企業也會評估本身需求與能力，瞭解地主國是否對

其有投資之最大利益，然而不僅僅是上述因素會影響區位選擇，文化、經

濟與法規上認知差距越大，所造成認同上落差，也會降低企業投資意願。 

在過去研究中，從個別台商前往中國投資觀點，指出台商前往中國投

資主要目的在於降低生產成本，獲取廣大市場資源等因素（薛琦，1982；

陳添枝、蘇顯揚，1990；表旻燦，1997；戴育祥，2000 等），實證結果顯

示台商主要集中投資沿海開放城市、經濟特區及高新技術園區等地區，且

投資年資越長，在投資時有往內陸發展之趨勢等結果。這些研究為本研究

相當重要之基礎理論。然從目前台灣企業發展趨勢來看，僅從投審會資料

觀察個別台商前往中國投資情形，似乎忽略了台商企業之組織型態，以中

華徵信所之調查，台灣企業有逐漸形成大型企業集團之趨勢，因此個別台

商背後可能代表整個集團之組織運作，不同台商可能屬於相同企業集團，

受到同ㄧ管理機構指揮，因此從個別資料來看，似乎假設了該台商個體擁

有決策能力，然事實可能必非如此。同時，以現有中國經濟發展腳步之趨

勢正逐漸改變本身投資環境，對於外資企業來說，投資環境的改變將影響

其區位選擇行為，而台灣在面臨中國投資環境變動下，產生一個新的機會：

吸引台商回流，這個政府一直想要達成的目標，終於有實現的時機。 

因此本研究從企業集團及兩岸投資環境觀點出發，有別於個別台商及

探討中國投資區位，欲了解台灣製造業跨國企業集團在面臨母國與被投資

國兩者不同投資環境下，將如何決策其區位選擇行為，故本研究要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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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如下： 

（一）從台灣跨國企業集團觀點出發，以 FDI 理論為基礎，探討其在

兩岸不同區位條件下，將如何選擇其投資區位。 

（二）透過文獻得知區域創新表現能使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獲得新技

術，而使其技術或產品更貼近當地市場，提升競爭力。因此本

研究希望瞭解除了一般跨國企業區位選擇理論外，替選區位之

區域創新表現是否對其區位選擇產生影響。 

（三）借助台灣跨國企業集團兩岸投資分析，瞭解影響其在兩岸投資

區位選擇因素，提出台灣地區區位條件優勢所在，可提供政府

做為吸引台商回流之政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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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型建構 

本研究之實證模型主要探討影響企業集團在中國與台灣地區投資布局

因素，影響變數分為兩大類：廠商變數與地區變數。前者指廠商本身的條

件與能力，後者則為地區擁有之優勢，從這兩大類變數中，找尋何種變數

對於廠商投資設廠時為重要考量，其影響為何？這些是本文所要探討議

題，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個體選擇模式中多項羅吉特模型，透過上述變數來

觀察影響廠商選擇區位的因素與程度。 

一、實證模型選擇與推導 

本研究採用羅吉特模式中的多項羅吉特模式（Multinomial logit, 

MNL），其理論基礎源於經濟學之消費者行為與心理學之選擇行為。在不

同的假設下這兩種不同行為理論在某些情況下可得到相同的結果。消費者

行為的個體選擇模式以效用函數為出發點，假設消費者面對各種可選擇之

替選方案時，在考量個人偏好、各種方案特性與社會經濟特性下，將以追

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在各替選方案中選擇效用最大者。羅吉特選擇模式

即以此行為假設為基礎，當消費者 t 在面對 Jt 種替選方案時，若且惟若： 

UU jtit
>   Atj∈  , ij ≠                                  （1） 

其中Uit
：替選方案 i 所能帶給 t 這個人的效用； 

    At ：（1,2,3,....Jt）為 t 這個人所能選的替選方案之集合 

效用函數Uit
又可用兩種變數表示： 

UUit = （ SZ tit , ）                     （2） 

其中Zit ：替選方案 i 對 t 此人之屬性向量； 

    St
：t 此人之社會經濟特性向量 

一般而言皆假定效用函數Uit
為隨機變數，因為效用函數中經常存在

一些不可衡量的部份，這些不可衡量部分有時包括衡量誤差（measurement 

error）與函數指定誤差（specification error）。所以隨機效用函數Uit
可用

效用之可衡量部份 V（ SZ tit , ）與效用之不可衡量部份ε （ SZ tit , ）表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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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SZ tit , ）＝Ｖ（ SZ tit , ）＋ε（ SZ tit , ）           （3） 

為了方便起見，一般皆假定效用函數為線性，因此式（3）可改寫為 

ittitit XU εβ +′=                                           （4） 

其中Xit ：k×1 的解釋變數（應包括Zit 與St
）之向量，此乃對個人 t

及替選方案 i 而言； 

    tβ ：個人 t 的 k×1 之係數向量； 

    itε ：誤差項 

若將 tβ 表示為平均值β 與離差 tδ 之和並代入式（4）則可得到 

ittititit XXU εδβ +′+′=                                    （5） 

其中平均效用為 β′= XV itit
，而無法觀測的隨機效用為 ittitX εδ +′

。對

聯合機率密度函數τ （ tt ,δδ ）做不同的假設可得到不同的個體選擇模式。

若假設 tδ 與 tε 為多變量常態分配，因此 Jt 個無法觀測的隨機效用，亦將成

為常態分配，依此可導出多項的普羅比模式（Multinominal Probit, MNP）。

若假設沒有隨機的偏好變異（Random taste variation），也就是說 tδ 等於零，

而且 tε 為多變量極端值（Extreme Value）分配，則可導出一般化的極端值

（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GEV）模式。GEV 模式地特殊例子之一為巢

式羅吉特（Nested logit）模式。除了 GEV 模式之假定外，再加上 tε 為獨立

的且同一分配（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 distribution, IID）之假設，則可推

導出多項羅吉特（Multinomial logit, MNL）模式。 

進一步推導多項羅吉特模式，假設消費者之隨機誤差項 tε 之分配函數

為 Gumbel 分配（Double exponential），若依隨機變數 *ε 為極端值分配，則

其累積密度函數為： 

( ) ( )μελ

εε
+−−=≤ e* eobPr                                       （6） 

將累積密度函數對ε 微分則可得到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 ) ( ) ( )μελμελλ
ε

εε +−−+− •=
∂

≤∂ e
*

eeobPr                             （7） 

由效用最大原則，如果替選方案 i 能帶給個人 t 最大的效用則 t 會選擇



企業集團兩岸投資空間區位選擇之研究 

4-5 

替選方案 i，換句話說，個人 t 由替選方案之集合 tA 中選擇替選方案 i 的機

率即為替選方案 i 帶給個人 t 的效用大於其他替選方案帶給個人 t 的效用之

機率。以公式表示為： 

( ) ( )tijjtitt A,UUobPrA:iP ∈∀>= ≠                            （8） 

上式中∀表示將式（3）代入式（8），為簡單起見將 ( )tit S,ZV 寫成 itV ，

( )t,it SZε 寫成 itε ，則可得 

( ) ( )tijjtjtititt A,VVobPrA:iP ∈∀+>+= ≠εε                    （9） 

      ( )tijitjtitit A,VVobPr ∈∀>−+= ≠εε                    （10） 

經由微積分運算可得： 

( ) ∫∑ −−

−

=
1

0

j

vv

i

t dw
e

eA:iP
jij λμλλ

λ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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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即為一般化之多項羅吉特模式，若假設λ等於 1，各 iμ 等於零，

則可得： 

( )
∑

=

j

v

v

t j

i

e
eAiP :                                           （14） 

式（14）即一般所稱之標準 MNL 模式。因此可以瞭解個人 t 選擇替選

方案 i 的機率 itP 為： 

 
( )[ ]
( )[ ]∑

∈

=

tAj
t,jt

tit
it SZVexp

S,ZVexpP                                     （15） 

在個體選擇模式中最常被運用的模式有多項羅吉特模式（Multinomial 

logit, MNL）、巢式羅吉特（Nested logit）及普羅比模式（Multinominal Probit, 

MNP）等等。由於普羅比模式之校估過程較羅吉特模式更為困難，故實務

上還是以多項羅吉特及巢式羅吉特較為普遍，其中以多項羅吉特模式的模

式估計較為便利，因此廣泛被運用在各個領域中的個體選擇研究。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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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羅吉特模式替選方案的獨立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導致多項羅吉特模式的應用限於方案間必須相互獨立的情形，此與

現實選擇情形有所出入，而巢式羅吉特的發展即是改善 IIA 特性應用上的

限制。在本研究中以兩岸四大區域為替選方案，假設這些替選方案間相互

獨立，即四大區域為相互獨立之選擇方案，而廠商在考量投資區位時，會

比較各替選方案間區位屬性，經濟屬性、社會屬性等因素，同時也會考慮

本身能力因素，選取對本身有最大效用之區位進行投資，因此在本研究將

採用多項羅吉特模式來探討企業集團投資兩岸區位情形。 

二、羅吉特模型統計特性與檢定 

概似比指標（likelihood- ration Index）可用來檢定羅吉特模型與數據間

的配適能力，在概念上與迴歸模型中的判定係數 2Ｒ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的概念類似。概似比指標ρ 2 之公式表示如下： 

                ρ 2

 (0)ln  (pp)ln
 (0)ln   )(ln    

Ｌ－Ｌ

Ｌ－Ｌ
＝

∧

θ
                   （16） 

其中   )( ln
∧

θＬ ：為測定模型（參數值為
∧

θ  ）之對數概似函數值；  

    (0)ln Ｌ ：為等佔有率（Equal Share）模型，指模型中所有參數 皆

為 0 之對數概似函數值； 

    (pp)lnＬ ：為理想模型之對數概似函數值 

一般而言，採用概似比指標ρ 2 之簡化式： 

            ρ 2

 (0)ln
  )(ln    1    

Ｌ

Ｌ
　－＝

∧

θ                        （17） 

由於 (0)lnＬ 之絕對值較  )(ln
∧

θＬ 為大，故概似比指標ρ 2 將介於 0 與 1

之間，而概似比指標ρ 2 越接近 1 表示模型與數據間的配適能力越強，也就

是對模型的解釋能力越高。Mcfadden（1974）認為當概似比指標介於 0.2

與 0.4 之間時，表示該模型之配適度已有相當高的解釋程度。 

三、模型變數建構 

本研究採用之多項羅吉特模型測試集團本身特性與區域條件如何影響

企業投資區位行為，實證模型替選方案包含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及台

灣地區，選擇變數為總部產業別、投資時間、投資經驗、薪資、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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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程度、區域創新強度及外資投資強度。茲將模型之變數及替選方案

整理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實證模型之替選方案及變數說明表 
實證模型 

 變數符號 說明 
環渤海地區 北京及天津 
長江三角洲地區 上海、江蘇、浙江 
珠江三角洲地區 廣東 

替選方案 

台灣地區 台灣本島 

總部主要產業別

依第三章之歸類分為三種：IT 製造業、運輸工

具製造業及其他製造業。分別給予虛擬變數表

示 

投資經驗 集團投資該區域前，是否曾經投資過，以虛擬

變數表示，有則為 1，無則為 0 

投資時間 
集團投資該區域之時間，依中國與台灣投資政

策開放時程，分成三大階段：1979~1989、
1990~1999、2000~2006，以虛擬變數表示 

薪資 該地區投資當年之製造業平均月工資，以台幣

計算 

市場規模 以該區域投資當年之人均 GDP 為表示 

工業化程度 該區域投資當年製造業產值與 GDP 之比 

區域創新強度 
以該地區投資當年之專利核准數除以四大地區

之投資當年之專利核准總數，計算該地區專利

產出強度 

選擇變數 

外資投資強度 
該地區投資當年累積外資投資件數除上當年四

地區外資總投資件數，計算該地區外資投資強

度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 

4-8 

第三節  研究變數與資料說明 

一、資料取得與樣本篩選 

本研究廠商資料來自台灣中華徵信所出版之資料系統，地區資料則以

中國及台灣出版之二手統計資料系統，而廠商樣本則視廠商資料的完整

性，並考量研究所需變數進行樣本篩選。 

（一）資料取得來源 

本研究廠商資料來自於中華徵信所出版之2007年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

究，其收錄台灣 250 大集團及 13 大外商集團，資料系統包含各集團核心公

司及其（分）子公司所在區位、創立時間、資產總額、營收淨額、營業項

目、行業別、主要股東及品牌等項目。本研究為集中廠商研究類型，採用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1）

對知識密集型製造業的定義，從中選取 124 個企業集團，共計 3,061 家公司

作為本研究資料系統，探討台灣知識密集型企業集團如何在母國與被投資

國—中國之間選擇其投資區位。 

而地區資料系統在中國方面主要來自於中國城市統計年鑑、中國城市

年鑑及環渤海、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區各省份統計年鑑；台灣部分則以行政

院主計處出版之中華民國統計年鑑為主，透過這些年鑑二手資料可獲取地

區相關之人口、薪資、勞動力、地區生產總值、交通條件等資料系統，作

為本研究變數資料之使用。 

（二）樣本篩選 

從 124 個企業集團 3,061 家分（子）公司中，進行本研究樣本篩選，配

合本研究之主題以生產製造為投資目的，首先將非生產製造之分（子）公

司踢除，再針對本研究所要測試之廠商屬性，進行資料完整度篩選，同時

排除港澳地區投資廠商，最後剩餘公司樣本為 1,172 家，其中台灣地區有

664 家、環渤海地區有 27 家、長三角地區 303 家、珠三角地區 17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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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區域城市樣本數統計表 
區域 城市 集團成員數 區域百分比 總百分比

北部 503 75.75% 42.92% 
中部 56 8.43% 4.78% 台灣地區 
南部 105 15.81% 8.96% 

小計 664 100.00% 56.66% 
天津市 12 44.44% 1.02% 

環渤海地區 
北京市 15 55.56% 1.28% 

小計 27 100.00% 2.30% 
上海市 59 19.47% 5.03% 
江蘇省 226 74.59% 19.28% 長江三角洲地區 
浙江省 18 5.94% 1.54% 

小計 303 100.00% 25.85% 
珠江三角洲地區 廣東省 178 15.19% 15.19% 

小計 178 15.19% 15.19% 
總計 1172 100.00% 100.00%

二、研究變數說明 

參酌過去理論文獻基礎，並針對本研究所要探討之重點，歸納影響跨

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因素，包括廠商屬性及區域條件，以作為後續實證研

究之變數。 

（一）廠商屬性 

本研究廠商樣本為企業集團，且以集團角度切入分析其區位選擇行

為，因此在廠商屬性變數上，主要包含集團總部主要產業別、投資經驗及

投資時間。 

1.總部主要產業別 

在企業集團組織中，企業總部擔負全集團決策地位，任何企業活動包

含投資、建廠、對外技術交流等等，都必須透過總部進行決策行為，Daneil

（1985）與 William（1988）皆認為企業在拓展規模與多角化經營時，需要

一個專職管理的總部機構，因此總部特性對於企業集團整體運作應該有其

影響性。而在丁雯靜（1997）、康信鴻、廖婉孜（2006）的研究中指出跨

國企業投資區位會受到廠商屬性之影響，尤其產業別不同，其區位選擇也

不同。就此一推論站在企業集團角度思考區位選擇時，總部產業類型對其

投資區位應該有其影響性，王振寰（1997）研究中發現台商在早期投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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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以傳統產業為主，而後逐漸以資本及勞力密集型產業為主，同時在區位

上也有向北移動的趨勢。在本研究之樣本以知識密集型產業為主，雖無法

觀察出是否有該學者研究之趨勢，但在產業類型對區位選擇之影響上，應

該有其影響效果。但由於企業集團經營類別往往呈現多角化，在此為簡化

分析，以總部主要產業別為代表，將樣本中企業總部產業歸類為 IT 製造業、

運輸工具業及其他製造業，並將其假設為虛擬變數，以其他製造業為基礎，

比較其他兩種產業對區位選擇之影響。 

2.投資經驗 

在過去研究中鮮少提到廠商是否會對同一區域有投資偏好，而通常將

廠商全部投資行為放入加以分析，探究其有可能區位選擇因素。然而就企

業而言，當其完成第一次投資後，欲進行第二次投資時，其可能將對現有

環境的瞭解作為其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之一。Davidson（1981）提出投資

經驗為影響廠商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而王振寰（1997）研究發現台商在

第二階段投資（1993 年以後）有往內陸及中國北方移動之趨勢；康信鴻、

廖婉孜（2006）也指出，台商由於對中國投資環境的不熟悉，初期投資將

以中國政府規劃之經濟特區或台（外）商群聚之地為主。從這些研究中可

以瞭解廠商對於投資環境的經驗將對其區位投資選擇上有重要的影響，因

此本研究在此將實證投資經驗是否也對企業集團投資區位選擇有影響。在

變數設定上，若該集團成員於該地該時間點投資之前，並無該集團成員投

資，則給予虛擬變數 0，若有則為 1。 

3.投資時間 

台灣跨國企業集團前往中國投資有時間上連續性的現象，王振寰

（1997）研究發現台灣早期投資傾向於中國廣東、福建一帶投資，隨著時

間推進，有往內陸與北方移動的跡象；康信鴻、廖婉孜（2006）也藉由實

證得出對中國投資年資越久之廠商，再投資時有往內陸移動之趨勢。然而

受限於本研究實證方法限制，投資時間變數只能假設為非連續性變數，因

此本研究欲利用集團投資時間，與中國及台灣投資政策開放的時程作結

合，分析集團投資時間與投資政策間關係，以印證台商前往中國投資之政

策因素。依據第三章中國與台灣投資政策開放歷程，配合企業集團投資時

間，將其投資歷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79~1989 年，為中國經濟

改革開放初期至經濟特區設立，鼓勵外資進駐投資時期；第二階段為為

1990~1999 年，此階段中國加速改革開放腳步，開放更多沿海城市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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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以優惠政策及稅率提供外資進駐，促進中國經濟成長迅速；第三階段

為 2000~2006 年，中國加入 WTO，在經濟與貿易政策上更加開放，除了持

續吸引外資進駐投資外，國內企業成長也相當迅速。依此將投資歷程虛擬

成不連續性變數。 

（二）區域特性 

在區域特性方面，本研究企業集團選擇區位為環渤海、長三角、珠三

角及台灣地區，從區域層次考量區位特性，透過實證分析，瞭解地區屬性

如何影響企業區位選擇行為。 

1.薪資 

Dunning（1973）認為勞動成本因素將影響跨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戴

育祥（2000）、表旻燦（1997）、Cheng and Kwan（2000）等學者研究指

出跨國企業對外投資主要考慮為勞動成本。可見地主國勞力成本的高低對

於跨國企業而言，代表本身區位之條件優勢，同時影響跨國企業投資決策

行為。而台灣企業集團以 FDI 角度投資中國，在考量成本優勢上，中國勞

力成本低廉將成為其選擇標的之一。本研究在此藉由消費者物價指數將中

國與台灣製造業勞工月薪資所得折算成當時投資時期價格，以確切反映企

業集團投資當時勞工成本，由於中國經濟成長快速，其薪資所得也不斷攀

升，儘管當年中國勞工薪資相對於台灣而言，是相當低廉且充沛的，但並

不代表現在情形也是相同，因此本研究藉由薪資在時間軸上的變化，觀察

此一變化對企業集團投資之區位選擇是否有影響。 

2.市場規模 

市場規模對於跨國企業來說，是其投資的動機與追尋的目標。過去學

者研究中發現企業國際化驅動力，在於找尋更具成長力道的市場，由於企

業在國內發展面臨飽和，無法滿足其追求更大利益的目標時，企業會開始

尋求國際化，Dolwing & Schuler（1990）研究企業國際化歷程中發現，企

業在國內市場飽和後，會逐漸轉為外銷型企業，同時開始評估哪些區位市

場最大，一旦確認區位後，則會直接前往當地設立銷售據點，直接貿易方

式進行跨界開拓市場活動，但若因關稅或受限於貿易政策時，則將前往當

地投資，直接設廠生產供應當地市場。而在 Dunning（1993）研究中也指出，

市場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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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2001）透過實證研究跨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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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中國吸引的因素之一為廣大市場；Nicholas, Purcell and Gray（2001）

也認為市場規模對於跨國企業選擇當地投資具有相當大的誘因，這顯示跨

國企業為追求長期成長以利其產品銷售，對於市場的追尋有其相當重要的

原因，然而市場規模將如何衡量？Zhang 研究中採用當地 GDP 作為衡量指

標，Somlev and Hoshino（2005）則採用跨國企業各產業類別投資時，在地

主國低、中、高三類附加價值，劃分為低中高三種市場規模，Makabenta

（2002）則將每人 GDP 水準作為市場規模，他認為地區中經濟水準越高或

收入越高，則購買力越強，對於 FDI 而言，購買力越強的地區，有利於產

品的銷售，提高市占率。而本研究認為採用 GDP 代表市場規模，將面臨無

法得知個人購買能力問題，地區 GDP 可能僅能代表該地區某產業發達造就

高 GDP，而非個人消費能力，因此採用人均 GDP 概念來代表市場規模，其

內涵為個人購買力。而為反映投資當年之人均 GDP，資料採用投資當年之

GDP 與人口數，確保資料能真確反映當時情形。 

3.工業化程度 

從產業聚集觀點分析跨國企業區位選擇，Ferdows（1997）認為企業在

跨國佈局時，會考量接近生產技術及知識，這顯示產業聚集中，廠商間彼

此透過聚集而獲得外部利益，同時也彼此藉由建立上下游或水平網絡關

係，以分享群聚效應。產業聚集提供廠商一個平台，在此基於鄰近性觀點，

於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分享知識及技術，促進廠商創新能力與生產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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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能帶來外部性及規模經濟，吸引廠商進駐投資。基於此觀點，本研究

建立工業化程度指標，以該區位投資當年製造業產值除上該地區當年之生

產總值，得出製造業產值密度，數值越高，則表示該地區工業化程度越高，

反之則越低。透過實證分析瞭解跨國企業進行海外投資時，會因當地製造

業較密集而享有聚集效應，還是會因當地以建立起綿密生產網絡，而跨國

企業身為外來者不易進入該網絡中，而傾向於不選擇該區位。同樣地為能

真確反映企業集團投資當時產業群聚情形，製造業產值及地區生產總值以

投資當期之資料為準。 

4.區域創新強度 

在過去研究中甚少將區域創新指標量化之研究，劉孟俊（2007）嘗試

將環渤海、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區之區域創新系統量化，採用技術應用及技



企業集團兩岸投資空間區位選擇之研究 

4-13 

術擴張之指標探討台商在中國之研發網絡，其所採用之資料為專利之申請

與核准數作為指標之一；周于晴（2007）研究工業地域與廠商生產力之關

係，以專利數衡量工業地域競爭潛能，其認為專利數通常作為創新產出的

衡量，乃研發努力之成果，這些變數數值愈高，意味該地域可與他人競爭

的能量和籌碼愈大。故本研究在此為衡量區域創新指標對跨國集團區位選

擇之影響，採用投資當年該地區之專利核准數作為變數，表示區域創新指

標，但由於實證過程中與其他變數產生相關性，將其轉化成區域創新強度，

以集團投資當年該地區之專利核准數除上當年四區域專利總核准數，計算

該地區在四地區比較之下專利產出之程度，數值越大則表示該地區專利產

出能力越強，反之則較弱。 

5.外資投資強度 

Guimar�aes, Figueiredo and Woodward（2000）認為跨國企業會受到外

資企業聚集之地區所吸引，其原因在於前往外資聚集之地區投資可以減少

投資上的不確定，提高投資成功率，並透過 FDI 前往葡萄牙投資之區位影

響因素中獲得證明。康信鴻、廖婉孜（2006）研究也發現台商會選擇外人

投資聚集且基礎建設較完整之地區進行投資。因此外資投資聚集程度可能

影響台灣企業集團投資區位之選擇，本研究以集團投資當年該地區外資投

資累積件數，除上同年四地區外資投資累積件數，視為外資投資強度，數

值越高表示該地區外資投資強度越大，反之則越小。 

綜上所述，整理本研究之實證變數及其預期符號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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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研究變數說明及預期符號 

變數名稱 變數說明 實證項目 預期符

號 

總部主

要產業

類別 

企業集團總部主要產業類別：IT 製造

業、運輸工具業及其他製造業，以其他

製造業為比較基礎設定虛擬變數為 0 

集團產業類

別對其投資

區位之影響 

+ 

投資經

驗 

該集團於同一地區中，第一次投資設為

0，之後投資設為 1，表示第一次投資時，

對該地區無投資經驗，而第二次之後有

投資經驗 

投資經驗有

無對其區位

選擇之影響 

+ 
廠
商
屬
性 

投資時

間 

依第三章分析及廠商投資時間，調整投

資歷程為三個階段：1979 ~1989、

1990~1999、2000~2006 三期，以第一期

為比較基礎，設定虛擬變數為 0 

投資當時政

策因素對其

區位選擇之

影響 

+ 

薪資 該地區集團投資當時之製造業個人月薪

資，以台幣計算 

薪資高低對

集團投資區

位之影響 

- 

市場規

模 以人均 GDP 為代表，視為個人購買力 

市場規模對

集團投資區

位選擇是否

具吸引力 

+ 

工業化

程度 該地區當年製造業產值除以地區總產值

工業化程度

對集團投資

區位之影響 

+ 

區域創

新強度 

以該地區投資當年之專利核准數除以四

大地區之投資當年之專利核准總數，計

算該地區專利產出強度 

個別地區專

利產出強度

對集團投資

選擇影響 

+ 

區
位
條
件 

外資投

資強度 

投資當年累積外資投資件數除上該年四

地區外資總投資件數，計算該地區外資

投資強度 

外資投資強

度對集團區

位選擇之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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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實證結果 

本研究將實證集團特性與區位條件對其區位選擇之影響，替選方案為

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及台灣地區，選擇變數包含總部產業別、投資時

間、投資經驗、薪資、市場規模、工業化程度、區域創新強度及外資投資

強度，樣本數為 1,172 個集團成員公司，整理其敘述統計如表 4-4 所示。 

表 4-4  集團與區位變數對區位選擇之影響—變數敘述統計表（n=1172） 
 平均數 中位數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IT 製造業 － 1.0000 － 1.0000 0.0000 

運輸工具業 － 0.0000 － 1.0000 0.0000 

1990~1999 － 0.0000 － 1.0000 0.0000 

2000~2006 － 0.0000 － 1.0000 0.0000 

投資經驗 － 0.0000 － 1.0000 0.0000 

薪資 21.3118 24.0378 12.3806 35.9720 5.9649 

市場規模 21.1793 12.8009 16.4561 53.5900 0.7972 

工業化程度 0.4778 0.5012 0.1321 0.6752 0.2305 

區域創新強度 0.4750 0.3833 0.2608 0.9897 0.0271 

外資投資強度 0.2518 0.1654 0.2099 0.5953 0.0372 

實證結果整理如表 4-5 所示。廠商屬性方面，總部主要產業別與投資

經驗皆不顯著；區位條件方面則大部分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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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集團與區位變數對區位選擇之影響—實證結果表 
環渤海地區 長三角地區 珠三角地區 區域別 

選用變數 β P-value β P-value β P-value
IT 製造業 -0.5120 0.7054 -0.5494 0.6222 2.3684 0.2008
運輸工具製造業 -0.6911 0.7294 -0.4432 0.7631 2.7989 0.1756
1990-1999  6.8868** 0.0244 6.9624** 0.0259 11.5080*** 0.0002
2000-2006 15.7912*** 0.0014 14.7375** 0.0127 17.3646*** 0.0012
投資經驗 -0.0255 0.9841 -0.0716 0.9371 -0.0568 0.9499
薪資 -0.7788** 0.0326  -2.1481*** 0.0001 -1.2658*** 0.0044
市場規模  0.8501*** 0.0037  1.4240*** 0.0006 -1.1186*** 0.0006
工業化程度 16.4276** 0.0243 8.0713 0.2798 -10.6507 0.1523
區域創新強度 -24.7380 0.7402 27.7639*** 0.0064 -27.5276*** 0.0067
外資投資強度 -26.5691*** 0.0016 16.9678** 0.0306 1.2842*** 0.0048
N=1172 
卡方值：2327.1953 
概似比指標：0.1824 
註：***P<0.01 ,**P<0.05 , *P<0.1 

踢除不顯著變數再測試結果如表 4-6。變數顯著性與符號方向大致相

同，概似比指標則稍微降低。 

表 4-6  集團與區位變數對區位選擇之影響—實證結果修正表 
環渤海地區 長三角地區 珠三角地區 區域別 

選用變數 β P-value β P-value β P-value
1990-1999  7.7299***  0.0084  8.1134*** 0.0049 14.0065*** 0.0000 
2000-2006 16.3603*** 0.0002 17.0285*** 0.0014 22.1224*** 0.0000 
薪資 -0.8338**  0.0110 -2.3511*** 0.0000 -1.6258***  0.0000 
市場規模  0.9086***  0.0006  1.5828*** 0.0000 -1.3783***  0.0000 
工業化程度  16.4747**  0.0165  6.8926  0.3451 -9.9952  0.1776 
區域創新強度 -25.6232*** 0.0011 31.7588*** 0.0007 -33.9226*** 0.0002 
外資投資強度 -28.6822*** 0.0006  18.6993** 0.0157  1.7767***  0.0093 
N=1172 
卡方值：2323.3336 
概似比指標：0.1821 
註：***P<0.01 ,**P<0.05 , *P<0.1 

二、實證模型分析 

依據實證模型結果（表 4-5），配合第二章及第三章理論回顧與企業集

團投資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台灣跨國企業集團在同時考量本身屬性與區

位條件時，產業別與投資經驗呈現不顯著，反而在區位條件上顯著情形較

高，本研究推論可能原因在於中國相對台灣之區位條件具有極大之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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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使得集團本身變數變得相對不重要，不管是何種產業之企業集團，基

於中國投資環境，對投資中國皆有相當大的意願。在過去研究台商投資中

國之動機也發現市場規模及勞力成本為台商之主要拉力（薛琦，1982；陳

添枝、蘇顯揚，1990；表旻燦，1997；戴育祥，2000），因此在區位條件

優勢下，集團屬性變得相對不重要。唯一顯著之集團變數僅存投資時間，

而事實上，本研究認為投資時間對於集團投資中國有相當重要之影響，配

合第三章分析，1990~1999 為中國陸續開放經濟特區及建設上海為中國金

融城市的時期，在此階段中國政府確立「建立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

的目標，除製造業外，也開放第三級產業外資進入投資，同時中國領導人

為避免經濟發展過熱，實施宏觀調控政策，抑制部分投資過熱情形；而在

台灣方面，則通過「對大陸地區投資及技術合作管理辦法」，開啟管制台

商在中國投資及技術合作內容，緊接著 1993 年通過「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

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使得對中國投資與協議案件呈現高度成長，台商

加速前往中國投資。2000~2006 年間，中國實施西部開發計畫，開始重視

區域發展均衡，陸續開發內陸地區供外資投資；而台灣則於 2001 年通過「積

極開放、有效管理」之對大陸投資政策，台商在政策規範下，得以有限度

投資中國，在此情況下，投資中國熱潮不減，而企業集團在此熱潮下，反

應出積極對中國投資布局。 

從表 4-6 區位條件方面，集團對於中國三大區域之勞工薪資皆呈現負

向顯著，表示對於集團來說，三大區域勞工薪資提高將對其投資成本負擔

增加，削弱其產品獲利率，過去學者研究也發現勞工成本為影響跨國企業

區位選擇之因素，從全球角度觀察，其將選擇勞工成本較低之地區投資

（Cheng and Kwan，2000），台商在早期西進中國原因除了台灣本身薪資

水準較高、市場發展已面臨飽和外，中國相對較低之薪資水準，對於台灣

企業而言是一大吸引力，因此造就了一波又一波的西進中國潮，然而當中

國經濟發展、國民所得逐漸增加之際，薪資也悄悄上漲，屆時這些外資企

業受限於薪資水準過高，可能產生另一波外移潮。於 2008 年初公佈之勞動

合同法，掀起了第一波中國勞工成本上漲風潮，許多外資企業與台商表現

出外移姿態，但其實際影響層面有多廣，仍待時間醞釀。 

集團對於中國三大區域之市場規模有不同情形，環渤海及長三角地區

呈現正面顯著，而珠三角地區則為反面顯著。本研究認為集團對於珠江三

角洲地區市場規模呈現負面顯著表現，可能原因在於投資該地區之集團並

非以尋求市場規模為主要動機，康信鴻、廖婉孜（2006）研究發現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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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為主之台商較傾向於投資經濟特區或外資聚集之地區，依此推論，將

外資投資強度放入共同比較，珠三角地區集團對外資投資強度反應為正向

顯著，本研究推測投資珠三角地區之集團主要以出口為導向，因而對於珠

三角地區之市場規模並不如此重視，反而對於外資聚集具有正向表現，同

時以出口為導向之廠商對於該地區區域創新強度應該不是其決策重點，依

本研究第二章之推論區域創新表現強弱將會影響跨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

其因素在於跨國企業藉由在當地進行研發活動，產生之技術和產品較能貼

近當地市場，因此對於專注於出口廠商而言，創新活動不是其重要企業活

動，尋求低廉勞力供給才是重點。而對於環渤海地區，則呈現剛好相反情

形，市場規模為正向顯著，外資投資強度為負向顯著，推論投資該地區集

團之動機為尋求市場，因此對於該地區市場規模之擴大，將有傾向選擇此

地區之情形，而外資投資強度增加，則可能會對該地區市場規模的分食，

而減少台商在該地區市占率。集團對於長三角地區則呈現市場規模、區域

創新強度及外資投資強度皆呈現正面顯著，推論投資該地區之集團可能同

時兼具出口導向及內需市場導向。最後工業化程度變數上，本研究對此變

數定義為該地區製造業產值除上地區總產值之比，因此數值越高則表示該

地區製造業產值集中程度越大，實證結果顯示集團僅對環渤海地區有正面

顯著之反應，表示該地區工業化程度提高，將吸引台灣企業集團進入投資。 

三、預期結果與實證檢驗 

將集團變數與區位條件同時納入考量，結果顯示集團主要產業類別、

投資經驗不顯著，本研究認為其可能原因在於集團對於中國區位條件重視

大於其本身條件，過去學者研究也發現台商投資中國主要動機為市場規模

及勞力成本（薛琦，1982；陳添枝、蘇顯揚，1990；表旻燦，1997；戴育

祥，2000），而本研究以企業集團角度分析，同樣得出集團對於中國投資

環境重視之結果。集團投資時間在模型中仍表現出正向顯著，而集團投資

時間代表中國與台灣投資政策的開放歷程，也代表中國投資政策吸引力，

實證結果中國歷年投資政策變遷對於集團投資具有相當大的拉力，而台灣

在對中國投資政策的逐年修正，也促進集團西進投資力道。區位條件上，

薪資及市場規模被視為台商西進中國重要動機，在本實證也呈現相同結

果，集團對於中國勞工薪資抱持反向投資意願，即當薪資水準提高時，將

考慮是否要繼續在中國投資；而中國市場規模的擴大，則有利於集團銷售

其產品，提高產品市佔率，但較不一樣的地方在於集團對於珠江三角洲地

區市場規模呈現反向變動，與預期結果不同，依康信鴻、廖婉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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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出口型台商傾向於投資外資聚集或經濟特區，而本模型中，投資

珠三角地區之集團對於市場規模為負顯著，對於外資投資強度則為正顯

著，因此推論其可能原因在於投資珠三角地區之集團可能以出口型企業為

主，且其區域創新強度也為負向反應，對於出口型企業來說，其重視低廉

勞力及土地成本，創新活動之有無較不重視；對照環渤海地區之集團，則

呈現相反情形，集團對於環渤海地區之市場規模為正向反應，外資投資強

度則為負向反應，推論投資該地區之集團可能為內需市場導向，對於外資

投資當地可能造成市場被分食，而產生負向反應，然而在區域創新強度上

則為不顯著，無法證實投資該地區之集團是否會進行創新活動，使其產品

或技術能更貼近市場。集團在長三角地區實證結果則完全符合預期，對市

場規模、工業化程度、區域創新強度及外資投資強度皆呈現正向顯著，依

上述推論，本研究認為投資該地區之集團可能兼具內需市場型及出口型，

因此其市場規模及外資投資強度皆呈現正顯著關係。 

表 4-7  實證結果與預期驗證屬性表 
集團特性與區位條件對其區位選擇之影響 

IT 製造業 ＋ －  ＋ －  ＋ ＋  
運輸工具製造

業 ＋ －  ＋ －  ＋ ＋  

1990-1999 ＋ ＋ * ＋ ＋ * ＋ ＋ * 
2000-2006 ＋ ＋ * ＋ ＋ * ＋ ＋ * 
投資經驗 ＋ －  ＋ －  ＋ －  
薪資 － － * － － * － － * 
市場規模 ＋ ＋ * ＋ ＋ * ＋ － * 
工業化程度 ＋ ＋ * ＋ ＋  ＋ －  
區域創新強度 ＋ －  ＋ ＋ * ＋ － * 
外資投資強度 ＋ － * ＋ ＋ * ＋ ＋ * 
註：顯著表示實證結果有通過顯著性檢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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