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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本論文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以作為研究的理論依據。 首先,將

探討 Porter (1980) 與 Yip(1992)全球化理論,以瞭解產業全球化之情形,並瞭

解促成產業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有哪些。 

 

    再依據Prahald and Doz (1987)的整合回應架構理論,回顧多國籍企業的

高階經理人,在追求全球化的策略目標時,面臨事業多角化及國家市場多角化

問題時,如何以整合回應方格圖(Integration-Responsiveness Grid)來解析企

業的全球性策略協調、全球活動整合,以及當地回應等壓力。 再則是探討在

跨國零售廠商之進口採購作業程序以及全球化的利益。 

 
圖2-1整合回應方格圖(Integration-Responsiveness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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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rahald and Doz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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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跨國業務的發展,多國企業的管理工作日益複雜,如何發展適合的控

制策略及組織結構以配合環境的變化,創造高競爭力及高績效,是企業必須重

視的一項課題。 尤其現代國際化企業普遍面對全球效率及地方回應的兩難問

題及壓力,因此多國企業的組織結構及控制問題日益重要。（于卓民,2000） 
 
 
 
 
 
 
 
 
 
 
 
 
 
 
 
 
 
 
 
 
 
 
 
 
 
 
 
 
 
 
 
 
 
 
 
 
 
 



 

 19 

第一節全球化驅動理論 

 

    從策略競爭優勢觀點來看企業國際化動機,如 Porter(1980)主張(1)比較

利益:比較利益的有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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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產, 然後出口至其他國家。 (2)規模經濟:在垂直整合體系中的集合生產,全

球共用行銷等方面,都可能以國際化而形成成本優勢。 (3)國際經濟:累積國

際經驗後將帶來成本優勢,因學習曲線先前早因累計產量已達高點而走平,同

類型產品可在好幾個國家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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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管理者都想瞭解他們產業的全球化的程度有多少？ 以及企業全球

化策略的程度應有多少？ Yip(1992)認為一個整體的全球化策略包含三個獨

立的要素:  

 

第一是發展核心策略,此核心策略為具有持久性的策略優勢基礎； 

第二是透過國際性的擴張活動及核心策略的調整,使核心策略國際化； 

第三是藉由整合跨國間的策略,使國際化策略進一步全球化。 

 

    Yip (1992)：為了克服因採行國際化策略而造成的不力,企業需要發展一

套能整合與管理其世界性企業槓桿利益 ( Leverage )及競爭優勢的全球化。 

管理者可藉由下列方法,得知策略中的那些構面應加全球化：系統性分析產業

條件或「產業全球化驅動力」(Industry Globalization Drivers),評估全球化的

利益與成本,以及瞭解如何透過「全球策略方法」(Global Strategy Levers)來

運用全球化策略的各種不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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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1992)提出診斷及發展全球化策略的架構。 在此架構之中,產業全球

化驅動力是由外部的產業條件或由企業的經濟狀況而決定；但是,全球策略方

法則是世界性企業可以選擇的。  

 

    產業全球化驅動力（市場、成本及其他產業條件）為世界性企業創造了

獲取全球策略利益的可能性,為了獲取這些利益,世界性企業需要適當地制訂

與產業全球化驅動力以即與其事業及母公司的定位、資源相關的全球策略方

法。 

 

    而組織執行全球策略的能力,將影響其所能獲得的大小,同時也會影響全

球策略應有之企圖有多大。 相反的,企業規劃的全球策略也會影響到組織應

如何被建構與管理。 Yip(1992)同時提出以全球化三角形（the Globalization 

Triangle）的另一種方法來觀察這些不同力量與要素之間的關係。 產業全球

化驅動力,全球策略方法及全球組織要素需要共同緊密地運作,才可達到潛在

的全球化利益。 

 

    在評估產業與市場全球化程度及全球化潛力的研究中,Yip(1992)提出一

個被廣為運用的產業全球化驅動力的理論架構。 在 Yip(1992)的研究中指出

為了要決定一個產業內的全球化程度,必須分析市場、成本、政府及競爭等四

種主要全球化驅動力 。 

 

    而每一種驅動力的強度,會因產業別與市場別而不同。 因此,我們不能單

純地界定一個產業或市場,是一個完全全球化的或是完全當地化的。 而企業

也不能單純的以產品標準化進入世界性市場,或是有全球化的網絡等來界定

企業是否有全球化策略。 全球化策略應該是各種元素的彈性組合,某些部分

會是比較全球化的,而在某些部分則可能是全球化程度較少的。 

 

    市場、成本、政府及競爭等四種產業全球化的驅動力,包含了所有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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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潛力的重要產業條件。 這些驅動力主要都不是世界性企業可以控制

的。 相反的,各各產業都是由這些外部的驅動力,來決定其全球化的可能性程

度。而每種驅動力會隨產業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市場全球化驅動力取決於產業中顧客的行為、配銷通路的結構,以及行銷

活動的本質,包括：共同的顧客需求、全球顧客、全球通路、可轉換的行銷及

領導國家等。 

 

    成本全球化驅動則取決於企業的經濟狀況,包括：全球規模經濟及範疇經

濟、陡峭的學習曲線效果、全球尋貨效率性、有利的運籌（物流）、國家間成

本的差異（包括匯率）、高額的產品開發成本及快速改變的技術。 

 

    政府全球化驅動力取決於一國政府所制訂的法規,包括：有利的貿易政

策、相容的技術標準、相同的行銷法規、國有競爭及國有顧客及地主國政府

的關切。 

 

    競爭全球化驅動力取決於競爭者的行動,包括：高額的進出口、來自不同

洲及國家的競爭者、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及全球化競爭者。 

 

    Brush,Maritan & Karnani(1999)則整理過去的文獻,將多國籍企業生產據

點的佈局動機分為三種: 

 

(1)尋求網絡關係(Network Nodes); 

(2)接近生產要素(Access to Factors of Production); 

(3)國家或地區特色(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並各別探討其內涵與據點的運作情形,可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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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生產據點佈局選擇因素 

 

因素 細項因素 據點設立目的 

建立下游網絡關係 接近重要市場 

接近關鍵客戶 

尋求網絡關係 

建立上游網絡關係 接近關鍵供應商 

取得關鍵設備 

接近原料及能源 取得原料及能源 

接近資本及技術資源 取得資本及技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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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當地市場的稅務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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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及政策一致 

基礎建設完善 

國家與地區特色 

法令規章 符合勞力法規 

符合環境法規 

 

資料來源: Brush,Maritan & Karnani(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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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品鏈  

    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生產體系和國際貿易相互整合,使得整個商品

網絡囊括了初級原料供應網絡、生產網絡、出口網絡以及行銷零售網絡等；

除了促成經濟活動的國際化之外,整個商品網絡也呈現全球性的分工整合。  

 

    商品鏈也就成為所謂的全球商品鏈模式。  

 

    為了解跨國生產安排的特性,除了須探究其地理分布之外,還必須分析其

組織形態,也就是必須探究初級料供應商、工廠、貿易商和零售商等不同經濟

代理商之間的關係連結。 由於發動整個全球商品鏈的統合結構不同,可以將

全球商品鏈區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的商

品鏈以及「購買者驅動」(Buyer-driven)的商品鏈。 

 

    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鏈是指,由在控制生產體系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跨國

企業或是整合性產業(工業資本)所驅動的商品網絡。 這些產業大多數都是資

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產業,如汽車產業、電腦業等。 在這種商品鏈中,零組件

的國際外包是很普遍的,特別是在最勞力密集的生產過程中。 

 

    購買者驅動的商品鏈則由大型零售商、品牌銷售商和貿易公司(商業資本)

扮演中樞角色,他們在不同的出口導向國家建立分散的生產網絡。 其典型的

產業主要是勞力密集和消費財為主的產業,如成衣業、製鞋業等。 在這種商

品鏈中,通常都由第三世界國家工廠獨立完成產品,而不只是完成零組件或最

終成品的一部份(Gereffi & Hamilton, 1994)。 

 

    此外,Gereffi 和 Hamilton(1994)也強調鑲嵌網絡 (Embedded Networks)

的重要性。商品鏈的全球性分工,是將生產過程中的某一個環節交由一個地區

的廠商負責,而之所以將此環節交由這個地區的廠商負責,是有其社會關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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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制度的基礎。 也就是說,全球商品鏈得某一個環節要落實在一地,必定是

落實在其社會關係及社會制度之中,以及其經濟組織的類性。 例如,日本和南

韓的企業傾向於垂直向度的網絡(Vertically Controlled Networks),台灣則傾

向於水平向度的網絡(Horizontally Controlled Networks)。 

 

圖2-2全球商品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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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品鏈- 中國圈 

 

    兩岸的產業分工是全球商品鏈與生產網絡為基礎的廣泛全球經濟整合之

一環。 Gary & Pen及 Chen (1994)都以全球商品鏈解釋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

在內的新國際分工型態。  

 

    他們認為台商在海外的生產已經形成在太平洋盆地的垂直國際分工,由

台灣提供原材料,機械,以及外銷訂單；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勞工則生產成品,

然後,再出口到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 

 

    在每個全球商品鏈中,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工都是基於他們各自

的比較利益: 台灣的資本,製造技術(包括機械,設備,及中間財),及管理經驗;

香港對國際市場的出口,國際金融服務,和轉運中心; 中國大陸的廉價土地,

原料,及勞動力(Gereffi & Pen,1994;Chen, 1994,1998)。 

 

    再者,Naughton(1997)以[中國圈] ( China Circle)來形容在華人地區內

部受到台灣與香港投資驅動的全球生產網絡。 在[中國圈]內,台商與港商將

低技術,勞力密集的生產階段移往中國大陸生產,並保留附加價值較高的部份

在台灣和香港。  

 

    因此,全球生產鏈迅速在跨國界之間成形:台灣與香港則專注在高附加價

值與技術密集的生產,大部份一般性的加工生產則轉移到中國大陸。 

 

    此外,台灣電子業廠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均考慮到上下游的配套,目前台

商大都以華南地區的珠江三角洲扎根,以出口導向及轉廠為主,再伺機由華南

的廣東向華東各省延伸,並以上海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做為台商拓展大陸內銷

市場的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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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廠商對大陸投資,由試探到極速增加,主要肇因乃是廠商為因應全球

自由化與國際化風潮,國際市場競爭激烈,以及台灣內外政經情勢的轉變而改

變其經營策略(劉碧珍,翁永和, 2000)。 

 

    而這同時就突顯出台灣電子業廠商,大部份已利用兩岸的互補性來源,來

從事兩岸的分工。 台灣的國際採購辦公室,因積極掌握兩岸的商機, 創造獨

有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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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際採購策略 
 
國際採購之定義 

 

    Heinritz and Farrell (1981)認為採購活動不僅為取得所需要的原料或零

組件的行動及履行所應負的責任,還包括供應來源的掌握,採購作業的計畫及

安排,採購作業的研究及選擇,如期正確交貨的追查,以及接受前數量與品質

的檢驗等。 而Webter and Wind (1972)將組織採購定義為：正式組織為購買

商品及服務的決策過程,包括確認、評估和選擇最合適的品牌及供應商。 

 
組織市場約分為三種：工業市場、中間商市場、政府市場,其中工業市場是由

需要取得商品及服務的個人及組織所構成,其將所取得之商品及服務投入以

生產其他的商品及服務。 

 

    所謂「國際採購處」(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Office;IPO)通常是指一

個跨國際性的採購組織,廠商為了統籌在海外的採購業務、瞭解當地市場動

態、尋找合適的廠商進行原廠委託代工,在採購當地設立此一機構。 採購最

早是被定義在附屬於行銷功能之中,許多管理人員認為採購在企業組織內是

屬於被動的角色,採購部門只要將零組件或原物料以最低的價格,在生產之前

採購回來即可。 

 

    但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豐田生產系統的傑出表現,受到全世

界的製造商所囑目,1975年前後日本國內廠商開始實施類似的生產系統改善

活動,於是JIT ( Just in Time) 採購的觀念逐漸受到重視,到了1980年代初期,

歐美廠商也陸續開始實施J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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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採購作業提昇功能策略層次後,我們注意到外商對於本地供應商的挑

選,通常考慮品質、研發、技術、價格等因素,因此JIT採購系統的運用能帶給

外商和本地供應商多少商機,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 

 

採購策略 

 

    工商管理的領域中,採購功能往往較被忽視,但 Birou and Fawcett (1993)

指出製造業自外部採購的金額,往往佔產品成本的 60%以上,故公司如欲降低

成本,增強競爭力,應對採購的功能加以重視。其中 Spekman(1981)首先提出

採購管理需與公司目標加以連結,並藉由採購策略擬定、執行與回饋，以達成

採購與物料管理的目標,進一步完成公司目標。 

 

    Dobler, Buter and Lee(1984)及強調企業的成長期規劃必須將生產需求

與材料供應緊密的連結,同時需考量動態的市場環境,所以採購的策略規劃是

橫跨組織內部及市場與競爭者。而 Freeman and Cavunato (1990)則指出隨

著公司策略管理不同的發展階段,採購策略也應有相對應的改變,如當公司進

入策略性管理階段, 採購的概念轉為積極主動,作預測性的採購。 

 

    同樣的Watts and Hahn (1993)提出採購策略需與公司競爭策略相連結,

並強調兩者間的一致性,及強調採購策略與公司策略具以下的關係：採購策略

與製造策略對公司的競爭策略是相互支援的,具一致性；供應商的能力對製造

能力是支援性的；供應商的開發能力對製造能力是互為評價的。 

 

    而 Ellram and Carr (1994)則指出只有當採購作業被提升到公司階層的策

略水準之後,採購功能將可影響公司的獲利能力。 因此為增強競爭力,勢必得

加強採購方面的能力,讓採購工作不再只侷限於成本的降低,應致力達成一策

略性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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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czka (1991)進一步基於風險評估的考量,認為採購主管需針對未預

測或預測到可能發生之不良後果,以提出具潛力的採購政策,在此前提下,他

們提出以下的策略：供應商關係的評價,買進供應商,開發世界性的來源,開發

具有長期關係的供應商,訂定長期的供應合約,業主規定之供料,多元化的交

易技術,開發多處供料來源,採購作業集中化及減少耗材之比例。 

 

    而 Leenders(1993)彙總各種主要之採購策略如下： 

 

1. 確保供應策略：在同時考慮供需雙方情境可能改變的情況下,設計一套

能維持適質、適量的供應體系。 

2. 降低成本策略：設計讓欲取得產品能降低價格,或跟隨環境、科技的改

變,使總成本能降低。 藉由改變材料、供應來源、及採購方法以減少

組織之總成本。 

3. 供應支援策略：設法分享供應商的智慧與能力,讓供應商能力與組織的

需求配合一致,在買賣雙方良好的溝通下,彼此能確認供料品質的水

準。 

4. 環境變化策略：確認因環境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能完全移轉使組織

能維持長期性的優勢。 

5. 競爭優勢策略：利用市場優勢及組織強勢產生特殊之競爭優勢。 

 

    司徒達賢 (1995)認為採購政策應為: 

 

1. 在來源分散程度：集中採購來源以維持關係或是分散來源已降低風

險？ 

2. 採購對象選擇：依成本與品質來選擇採購來源或同時考量對方之管理

能力和長期配合意願？ 找大規模的供應商以求取可靠或是小規模者

以便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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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供應商維持關係方式：是純粹的交易關係或是長期合作關係？ 

4. 集中採購或分權採購：根據什麼標準決定那些原料集中採購？ 

 

    王忠宗、許成 (1990)認為採購策略在於執行基本的採購目標,是為了維持

企業正常的產銷活動,及降低企業的產銷成本,因此,配合企業基本的產銷目

標,可以發展下列的採購策略： 

 

1. 數量策略：可以現用現購、預購備用合約長度、多家供應商或獨家供

應,以取得充分之數量。 

2. 成本策略：可用國外採購或國內採購,聯合採購或個別採購,統購或批

購,直接採購或間接採購,以尋求合理之價格,或降低採購作業費用。 

3. 品質策略：以自製採購或外包採購,租賃採購或買斷採購,以尋求合適

之品質。 

4. 特殊採購策略：有時為配合政府的外交目的與履行貿易協定,會採行政

策性的採購或對等互惠的採購方式。 
 
 
國際採購策略之類型 

 

國際採購策略 

 

    Scully and Fawcett(1994 ),定義國際採購策略為用合理的價格採購國外

所生產、製造或販賣的原物料、零組件、半成品或機器設備而用於本國的生

產、製造或販賣,其間所經歷的一系列決策過程,亦即其具有策略導向及全球

觀。Rajagopal and Bernard (1994)將國際採購策略管理的研究領域區分,分

別說明如下： 

 

與供應商相關的作業活動成本,如執行訂單的生產流程或交易的協商等,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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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諸在所購買的產品上,美國全國採購商協會稱此成本為「總擁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 意指購貨的發票價目,並不代表購得該項產品的整體

成本。 

 

    成本標的維繫成本： 

l 產品維繫及顧客維繫作業 

l 為支援特定產品或服務所從事之作業,而耗用的資源與銷售量、

生產量及顧客訂單無關,因此成本與產品數量或批次量之關係是

非線性,但是與產品總類數之關係是線性。 

l 屬更高層級的作業成本類型成本動因反射了公司政策、策略及回

應了成本標的的重要性。 衡量此動因即是計算耗費在該項成本

物件的時間（例如：更新產品規格、修改產品的時間）。 

 

國際採購本質 

 

    Birou and Fawcett (1993)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美國的企業作其國際

採購策略之調查,他們認為在今日國際競爭的挑戰下,公司提供顧客更高品質

且超乎其預期價值的新產品,才是繼續生存與否的關鍵因素,而國際採購應是

公司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案之一。 

 

    Scully and Fawcett (1994)則是研究不同的組織規模,在進行國際採購時,

其策略作法上是否有差異,其結論被認為小規模組織較屬於 Monczka and 

Trent (1991)所提的被動策略,應加強在知識及技巧上的能力,以早日採行主

動式的國際採購策略。 

 

    同時,Handfield (1994)針對美國製造業的國際採購狀況加以研究,以瞭

解美國廠商在國內採購及國外採購態度上的差異,發現不管是國際採購或是

國內採購在評估供應商時,均最重視品質問題,而 Rajagopal and Be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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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研究英國廠商對國際採購的態度,其結論指出廠商不能貿然實施一未

經規劃的國際採購以解決公司的需求,其必須經過縝密的思考過程,以協調及

整合全球的採購活動,才能獲得國際採購的最大利益。 以上將相關學者的研

究整理如下： 

 

國際策略的執行 

 

    Monczka and Trent(1991) 先將國際採購區分成本地採購與國際採購兩

大部分後,依其對國際採購需要的程度,在針對國際採購進一部細分為根據需

求進行國際採購、國外採購成為國際採購的一部份與整合式的國際採購三個

過程。 

 

    而 Kohn(1993)則以和供應商關係及合約形式將國際採購分為傳統式採

購、改良式採購、卓越式採購及全球採購等四階段,各階段所應注意的是向表

列如表所示,當為全球性的採購時和供應商的關係如同是合夥關係,在成本與

品質上均較有保障。 

 

    Carter and Narasimhan (1990)則提出國際採購的管理模式。首先尋求合

適的國際採購來源,使得生產能與採購配合,以獲得各部門的支持,在利用國

際採購辦事處、進口代理商及貿易公司等方式建立採購組織,最後則為績效的

評估。 

 

    Rajagopal and Bernard (1994)則將國際採購的過程分成三個不同階段,

其第一階段為組織開始思考是否進行國際採購,第二階段開始考量若是要進

行國際採購,其策略應如何產生；最後則是執行及管理層面的問題,經由以上

的程序以發展適當之國際採購策略。 

 

    其 中 在 第 二 階 段 若 決 定 要 進 行 國 際 採 購 時,Rajagop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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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1994)提出制訂採購策略時需考量的四項因素分別如下： 

 

1. 國際採購進入策略 

2. 國際採購分析策略 

3. 國際採購撤回策略 

4. 國際供應商策略 

 

國際採購策略類型 

 

    Rajagopal and Bernard (1994) 以兩個構面的分類方法將國際採購策略

區分為四種不同的策略如下： 

 

1. 本地型採購策略：廠商透過本地供應商購買國外的產品。 

2. 防守型採購策略：當明瞭國際採購所能帶來的好處時，公司指派特定

人員重視國際採購。 

3. 攻擊型採購策略：廠商進行內部整合，設立全球供應商評估系統及改

進溝通管道，以提昇效率。 

4. 全球採購策略：透過一協調過程，將各單位需求集中向國外購買，以

達經濟規模。 

 

國際採購策略與環境的關係 

 

    Carter and Narasimhan (1994)認為環境的改變包括國際競爭的日益激

烈、成本減少的壓力、製造彈性的需求、產品發展週期的縮短、品質標準日

益嚴謹及技術的快速變化等因素下,造成許多的複雜性及不確定性,使國際採

購變成策略性競爭武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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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採購策略與供應商的關係 

 

    Ellram(1991)利用概念性的架構發展出一評估供應傷的流程,從確認公司

策略的需求,下一步則為供應商之尋找及挑選並和供應商建立關係,給予適當

的協助及回饋；最後評估和供應商的關係,已決定是否繼續維持及變更合作關

係。此流程包括： 

1. 預試 

2. 確認潛在供應商 

3. 審查及挑選 

4. 建立關係 

5. 評估關係 

等五個不同的階段,在相互間之關係。 

 

    其他相關學者針對於國際採購供應商關係之研究的主要結論彙總於表 
 
表2-2 :國際採購供應商關係 

研究者 研究方法 論點 

Spekman(1988) 概念性架構 國際採購之興起導致廠商與供

應商之關係變成長期合作之關

係 

Monczka      

and Giunipero (1990) 

個案研究 組織架構需與公司架構配合 

Ellram(1991) 個案研究 找出國際採購策略中影響供應

商與公司間的成功關鍵因素 

Ellram(1991) 概念性架構 發展評估供應商的流程 

Herbig and O’Harra 

(1993) 

概念性架構 由於國際採購的興起導致全球

供應商關係的改變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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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採購之優點 
 

    根據經濟部資訊推動小組資深經理簡祐祥在有關電子產業發展趨勢下的

代工與國際採購議題中表示,目前美商的採購策略逐漸變更為「全球運籌經營

模式」,又稱「全球運籌供貨業務」「全球運籌供貨維修服務體系」,俗稱產銷

合作策略結盟。 因此,凡獲得美商資訊大廠選為組裝製造夥伴,不僅需具有 

OEM/ODM 能力,還能將所設計、製造、組裝好的產品,運送到指定的區域地

點並配送至客戶手中,之後還需負責產品的售後服務工作。 
 

    由於此種經營方式可帶來極大的利益,及降低成本並具時效性、開發、快

速上市的優勢,全球運籌經營模式已成現階段美商資訊大廠挑選新供應商的

考量依據。 「全球運籌經營模式」最早始於1995年4月COMPAQ與神達合作,

由神達以「包產到戶」方式為COMPAQ生產個人電腦,並運送至COMPAQ指

明據點,IBM曾評估這項合作案可為COMPAQ節省l5%到20%的成本,此模式

的優點整理如下 : 

 

(一) 節稅: 

以美國為例: 進口產品如含CPU和Motherboard,將課以關稅

4.95%,所以某些資訊產品必須先以半成品運到美國再組裝,

目的是為了節稅。 

(二) 虛擬工廠及倉儲: 

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並不需要真正擁有幾座工廠和倉庫,不

用去煩惱許多後勤問題,只要專注於瞭解市場趨勢、消費者需

求、產品新功能架構等前端事宜。 於是在美國總公司強調開

發新產品及市場,而將其組裝基地設在台灣,行銷至全世界,一

定可以更增加企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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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本考量 

目前美商要新蓋或維持任何組裝工廠或生產零組件工廠,都是

費時、費力、費錢的事,台灣如有能力製造一流品質產品,美商

基於成本考量樂於直接採購。 

(四) 縮短前置時間 

如此組裝廠在美國,可縮短一個月運送時間,讓產品更提前上

市,或有更多的時間緩衝,如變更規格、設計、銷售方法等,增

加產品競爭優勢。 

(五) 強化行銷競爭優勢 

目前美商採取專注在消費者、競爭者產品的暸解與掌握市場的

趨勢,全力開發新產品與功能,採產銷合作聯盟、國際分工,故

能掌握時效,擴大市場佔有率。 

 

    國內的資訊工業,產量、產值、市場佔有率和規模不斷擴大,已成為台灣

最具競爭實力的新興產業,IPO的功能也逐漸擴大,不再只是從事採購作業,而

是與廠商建立最佳夥伴關係,參與廠商的生產、設計、製程、品管、運貨與管

理等活動,並在當地成立設計中心、研發中心、技術開發中心和訓練中心,進

而形成組裝中心,為國外總公司帶來更多的產銷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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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國際區位優勢 
 

    一企業從事海外投資時,投資地主國帶給的區位利益以及是否適合投資

國的產業特性,即為區位因素。 而有關區位理論的研究已汗牛充棟,此外,區

位理論的主要核心乃側重於探討企業在從事跨國投資行為時,企業對於設立

國外據點所應考量的要素。  

 

    根據  Dunning (1973)的看法,一般性的區位理論 (General Theory of 

Location),是同時考慮市場的因素及成本的因素,換言之,就是所謂的需求導

向(Demand-oriented)及供給導向(Supply-oriented)二種。 前者是假設在一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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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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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位理論對多國際企業的看法為多國籍企業選擇在這國家直接投資,乃

是因為地主國具有區位發展優勢。 這些優勢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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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籍企業會考慮二因素,即研判其運作的舞台及企業的類別。 而類別

之區分乃是基於比較資源運用的成本和產品變化的速度,即所謂的內部因素:

包括生產量,生產力,科技創新發展,管理能力,市場行銷能力及財務資源之供

應等等;在運作的舞台上則必須考慮到政府的法令規章,市場,競爭者,規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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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謂的外部因素:包括文化,經濟,政治,匯率, 地緣政治和經濟運作等。 

 

    Dunning(1981)的折衷理論對解釋所有影響企業國際化生產及發展之因

素,提供一完整之分析架構,Dunning(1981) 認為企業在選擇海外進入模式時,

會同時考慮 

1. 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指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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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要是

解釋企業[為什麼(why)]從事海外投資; 

2. 區位優勢(lo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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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要是解釋[在哪理

(where)]從事海外投資; 

3. 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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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主要是解釋[如何(how)]從事海外投資。  

 

    因此,由區位理論可知企業海外投資所考慮的要素為: 

1. 市場因素-國內市場成長和大小,爭奪市場佔有率,國外市場因素; 

2. 貿易障礙-對當地市場的偏好; 

3. 成本因素-可利用投入要素,勞動及其他投入要素成本等; 

4. 投資環境-地主國政府態度,政治穩定度,匯率因素等。 

 

    另外,Y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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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im(1990)也認為文化,經濟與法規之認知差距愈大時,企業海外投資的承諾

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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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上述學者之看法整理彙整下表: 

表2-3: 區位優勢 

年代 代表學者 企業國際化考慮的區位優勢 

1981 Dunning 企業在選擇海外進入模式時, 

會同時考慮 

(1)所有權優勢; 

(2)區位優勢; 

(3)內部化優勢 

 

1986 William and 

Gilmore 

多國籍企業會考慮二因素: 

(1)內部因素:包括生產量,生產力,科技

創新發展,管理能力,市場行銷能力及財

務資源之供應等; 

(2)外部因素:包括文化,經濟,政治,匯

率,地緣政治和經濟運作等。 

 

1989 Robock and 

Simmomds 

提出地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全球佈

局會受地理位置所影響 

 

1988 Yu and 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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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Hill,Hwang and Kim 文化,經濟與法規之認知差距愈大時,企

業海外投資的承諾將愈低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