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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現階段中國大陸之經濟發展已不存在資金與外匯的制約、整體投資環境的

改善、內需市場吸引力的加大及加入WTO 後，一些對外開放初期為吸引跨國企

業投資的讓利政策，正逐步取消。為使外商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相結合，中

國大陸的引資方向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從外資「超國民待遇」到「

國民待遇」轉變。本研究參考工總問卷調查結果，同時運用深度訪談，綜合分析

歸納中國大陸近期實施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調降出口退稅率及《勞動合同法

》對台商營運之影響。以下謹闡釋研究背景與動機、說明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

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並就重要名詞加以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改革開放初期，為彌補資金與外匯缺口，中國大陸曾將優惠政策做為吸

引外資的重要手段。隨著跨國公司將國際產業鏈中部份加工組裝活動大規模移入

，促使中國大陸成為世界重要的生產基地。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陸經濟發

展的影響，是受到正面肯定的。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 2007 年，中國大陸

累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超過 7,600 億美元，外商在中國投資設立的企業，累計超

過 63 萬家，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近 200 個，近 490 家世界 500 強跨國公司在中國

大陸有投資，跨國公司設立研發中心超過 1,160 項，並已連續 15 年居開發中國家

外商直接投資（FDI）流入國首位。根據中國人民銀行資料，中國大陸 2007 年外

匯儲備金額已經超過 1.5 兆美元。 

但事實上，優惠政策為引進外資的成本，造成中國大陸稅收流失、內外資

企業不公平競爭、加劇區域經濟發展不均衡等負面影響。地主國優惠政策的幅度

，與該國投資環境的最適化程度，呈反方向變化。因此，地主國開放初期的讓利

政策，應隨基礎環境的改善逐步取消（李陳國，2003）。隨著現階段中國大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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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已不存在資金與外匯的制約、整體投資環境的改善、內需市場吸引力的

加大及加入 WTO 後，一些對外開放初期為吸引跨國企業投資的讓利政策正逐步取

消，對外資優惠僅限制在少數國家鼓勵發展的行業及較落後地區。為使外商投資

與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相結合，中國大陸引資方向上從「行政引資」到「市場引資

」、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從外資「超國民待遇」到「國民待遇」、將

外商投資區域從相對集中於東部沿海地區到中西部地區轉變。中國大陸於 2006

年 11 月公佈《利用外資十一五規劃》，未來幾年內，將較過去更加重視引進具備

先進技術、管理經驗、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等高素質外資項目；同時，將更

加注重利用外資必須兼顧國家經濟安全，以及外商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公平競爭

的問題。近期實施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調降出口退稅率及《勞動合同法》

等較重大的利用外資變革，均將對在大陸台商的營運活動，造成新的挑戰。台商

過去利用中國大陸作為廉價生產基地、加工出口的經營模式面臨調整。在中國大

陸經貿調整仍將持續進行的情況下，台商營運面臨之不確定性增加。 

根據全國工業總會（以下簡稱工總）於 2007 年底針對中國大陸經貿政策調

整對營運之影響，向大陸台商進行問卷調查顯示，約有 6~7 成台商認為對其營運

造成影響。且未來一年打算增資的台商首度低於五成，創歷年來新低；同時，打

算減資的比例為 3.9％，較前一年度增加 3.3％，也創新高，顯示中國大陸的多項

新政相當程度地影響到台商的投資意向。 

另根據台北經營管理研究院基金會董事長陳明璋今年 1 月率團前往中國大

陸華東及華南地區，與 300 多家台資企業進行座談與問卷調查，完成「以積極應

變迎向劇變—台商經營轉型升級需求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大陸官方頻施調控

政策下，中國大陸投資環境有了劇烈變化，特別是出口退稅率的調降與《勞動合

同法》的實施，導致台商經營成本大幅提升，超過半數的受訪台商悲觀認為今年

獲利將衰退，近八成的台商認為因經營成本遽增、同業競爭威脅及政策法令變動

而面臨轉型升級壓力，更有六成以上的台商認為若不轉型升級，將撐不過四年。 

而中國大陸經營的難度提高，非僅台商明顯感受，外商也不例外。根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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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協會與日本貿易振興會社首度合作，針對中國大陸兩稅合一、出口退稅率的變

動、勞動合同法、人民幣升值、加工貿易禁止項目等五大經貿措施是否對台日廠

商造成重大衝擊，進行調查與分析。在兩稅合一、出口退稅率的變動及《勞動合

同法》對其貿易之衝擊方面，日商受負面影響比例分別為 75.3％、66.9％及 79.3

％，台商則為 62.4％、57.9％及 76.2％，雙方數據相當接近。 

自 1991 年我政府開放對中國大陸間接投資以來，1中國大陸已成為我台商最

主要對外投資地區，第一大出口市場及第二大進口來源地，兩岸經貿關係十分緊

密。因此，中國大陸經營環境的改變，對我大陸台商將產生重大影響，此為本研

究動機之一。 

此外，現有研究多著重於說明中國大陸外資政策轉變之現象，對於中國大

陸外資政策轉變對我大陸台商之影響，目前尚缺乏實證部分研究。因此，補充現

有文獻該面向之不足，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1 1991 年 10 月實施《對大陸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理辦法》，規範本國公司或個人赴

大陸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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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由於中國大陸為我台商最主要對外投資地區，中國大陸外資政策的轉變，對

我大陸台商將產生重大影響。究竟中國大陸外資政策轉變的契機及原因為何？轉

變方向為何？轉變對台商營運的影響為何？本研究將針對上述問題，以理論佐證

實務，進行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並提出具體建議供台商發展佈局及政府擬定大陸

投資政策參考。 

本研究希望達到下列研究目的： 

1. 探討台商赴中國大陸之動機。 

2. 瞭解中國大陸外資政策轉變之原因。 

3. 探討中國大陸外資政策之轉變方向。 

4. 參考工總問卷調查結果，同時運用深度訪談，綜合分析歸納中國大陸近期實

施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調降出口退稅率及《勞動合同法》，對台商營運之

影響。 

5. 提出具體建議供台商發展佈局及政府擬定大陸投資政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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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方法係指蒐集資料的技術，一般可分為文獻探討法、問卷調查法、

訪談法、觀察法及次級資料法等。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一、文獻探討法 

依據台灣、中國大陸及國外相關文獻、產業研究報告、期刊論文等次級資料

，確定範圍，瞭解中國大陸外資政策轉變的契機與背後原因、中國大陸外資政策

轉變的方向、以及最近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調降出口退稅率政策及實施「勞

動合同法」對台商的影響。並針對台商赴中國大陸投資動機等，進行回溯性與敘

述性之相關文獻整理分析，以建立完整的研究架構，並減少主觀意見，儘量確保

研究內容之公允客觀。 

 

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一種量化資料蒐集的方法，資料的蒐集是透過抽樣出來的個人

，而由這些人當中所獲得的訊息推論至其他較大的母群體。使用的時機在於當研

究主題與研究問題主要涉及個人的感受、意見、態度等的測量。問卷調查法具有

可於短期內收集大量資訊、不受地理及時間條件限制、可匿名提供訊息等優點，

惟存在回收率較難掌握、較難獲得深入的答案、填答者能否正確認知問題等缺點。 

進行問卷調查在確定研究目的後，據以界定擬調查的目標族群後，並依其性

質，決定採取普查或取樣方式。依抽樣的方法可分：簡單隨機取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分層隨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集群取樣（Cluster sampling

）等三種。 

因中國大陸於 2006 及 2007 年進行出口退稅率調降、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

及《勞動合同法》則於 2008 年起實施，尚未有次級數據資料供研究分析，僅能

以問卷調查取得台商意向資料進行分析。有鑑於自行發放問卷可能存在回收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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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之問題，本研究引述工總 2007 年 11 、 12 月間辦理之「2007 年台商大陸投

資現況調查」，所得樣本數較大，回收率亦相對較高。因工總為國內工會龍頭，

會員遍及各業別，因此由其問卷所獲台商之感受分佈趨勢資料，具有相當參考價

值。 

 

三、訪談法 

可分為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及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interview)。由

於本研究乃設定以赴中國大陸投資台商主管高層為訪談對象，故宜採用一對一的

深度訪談法。深度訪談法是指由與訪問者受訪者進行面對面溝通討論的一種方法

，除可增加資料蒐集的多元性外，更能藉施測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過程，對問題重

新加以釐清，以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行為認知。本研究進行深度訪談目

的，主要是希望能對第一階段問卷調查的結果，有較深入的了解及正確的解釋。

並採「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ended interview）進行訪談，亦即依

據研究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並向每位受訪者以相同順序，發問相同問題，俾以減

低受訪者效應與偏見（王文科，2001）。 

本研究參考工總調查結果，針對受到中國大陸施行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

調降出口退稅率政策、《勞動合同法》影響較大的業別，挑選出非金屬及礦產物

製品製造、電子及電器製造業、紡織業、服飾品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

業、紙及紙製品製造業等 9 家台商，於 2008 年 4 月初至 5 月底，分別就前揭三

項外資政策轉變對公司營運的影響等方面，對其進行深度訪談，俾於工總調查結

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問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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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近幾年中國大陸投資環境變動很大，不但缺水、缺電、原物料價格上

漲、生態環境惡化等基礎環境條件改變，人民幣也在貿易順差持續擴大等情勢下

，一直面臨升值的壓力，加上以往為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也在逐漸限縮中，台商

營運確實面臨前所未有的挑戰。本研究範圍僅就中國大陸利用外資的優惠政策轉

變部分進行探討，並因「十一五」規劃以來，中國大陸利用外資政策變動的頻率

較往年頻繁、幅度亦較大，其中尤以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調降出口退稅率及

實施《勞動合同法》等三項重大變革對台商衝擊最大，本研究爰以此為範圍，探

討此等轉變對我大陸台商之影響。 

本研究以全國工業總會「2007 年台商大陸投資現況調查」，獲得台商感受趨

勢分佈資料，同時運用深度訪談方式，俾於前項調查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瞭解

問題的原因。惟仍可能面臨以下限制：  

1. 由於問卷採郵寄方式，其填答對象可能是公司經理人員、會計人員或行政人

員等，不同人員對問題的認知理解，可能影響填答結果。 

2. 問卷只有產業別，缺乏地區別資料，無法分析地區差異。 

3. 有些訪談個案公司視營運資料為機密且敏感性資料，因此所提供資料，或有

所保留。 

4. 訪談過程有些業者敘述的是近期中國大陸整體投資環境改變的感受，較難區

分個別政策對其營運之影響。 

5. 關於工總各業別調查結果與本研究進行深度訪談之差異部分，或因母體大小

不同，或因業別歸類不同造成。2 

6. 另人民幣升值也是廠商認為影響經營利潤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對出口型企

業，不過非屬本研究的範圍。 

                                                 
2有關業別歸類，有的以營業項目首項填報，或以營業收入較多之項目填報，加上現今許多公司

，尤其是傳統產業，已多角化經營，業別認定上較為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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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十一五」以來中國大陸外資政策轉變對我大陸台商營運之

影響，故針對主題擬訂研究流程如圖 1。其程序為：（1）確認研究背景與動機；

（2）進行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藉以建立理論應用模式並確認研究架構；（3）

建立研究架構；（4）問卷調查資料運用，以及進行深度訪談；（5）資料綜合歸納

分析；（6）提出研究結論及建議。 

 
 
 
 
 
 
 
 
 
 
 
 
 
 
 
 
 
 
 
 
 
 

圖 1  研究流程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商赴中國大陸

投資動機之文獻 

建立研究架構 

資料綜合歸納分析 

問卷調查資料的運用 

結論與建議 

中國大陸外資政策

轉變之文獻 

進行深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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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重要名詞解釋 

以下茲簡要說明本研究提及的重要名詞，俾增進對研究主題的瞭解。 

 1. 「十一五」規劃 

中國大陸從 1950 年起將未來 5 年的經濟發展目標作成五年計畫，為其計劃

經濟體制下，非常重要的經濟發展藍圖。第一個五年計畫於 1953 年至 1957 年執

行，簡稱「一五計畫」。1958 年開始執行第二個五年計畫，即「二五計畫」。依次

類推。從 2006 年起第十一個五年計畫改名為五年規劃，為「十一五」規劃，針

對 2006 至 2010 年，提出整體發展方針與總體部署計劃。 

2. 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 

在新版「企業所得稅法」公布前，部分外商投資企業在企業所得稅方面享受

超國民待遇。對於外商投資企業，中國大陸在 33％的稅率基礎上，給予較低的

稅率、稅收減免期等多種優惠。內資企業則無類似優惠，而需承擔 33％的企業

所得稅。中國大陸改革開放 20 多年以來，兩稅並存的企業所得稅制度，對其吸

引外資確實產生很大的貢獻。但是也造成了包括阻礙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大量

稅收流失、不利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地區發展差距等負面影響。中國大陸在 2007

年 3 月 26 日通過「兩稅合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統一內外

資企業所得稅率，以達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目的，並於 2008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 

3. 調降出口退稅率政策 

中國大陸出口退稅政策自 1985 年開始實施，1994 年財稅體制改革後仍繼續

實行。因出口退稅率隨著出口貨物加工深度的增加而提高，透過對出口退稅率的

調節，可以帶動一個國家產品結構的升級、產業結構的調整。出口退稅政策雖有

利於加工出口型的產業，但卻造成出口鉅幅成長加劇貿易摩擦、擴大中國大陸流

動性過剩及人民幣升值壓力、資源配置失衡等不利影響。有鑑於此，中國大陸遂

對其出口退稅率政策進行調整，主要目的係為促進出口商品及產業結構升級、緩

解鉅額貿易順差、減少貿易摩擦、縮減流動性過剩及人民幣升值壓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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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施《勞動合同法》 

長期失衡的勞動關係，增長緩慢的勞動者收入，影響社會、經濟的穩定，

可能不利中國大陸和諧社會目標的達成。為修正勞資關係長期不平等關係，進而

提高勞動者收入，促進內需、建立公平競爭的環境、構建和諧穩定的勞動關係，

中國大陸於 2008 年 1 月 1 日正式實施一部專門完善勞動合同制度，明確合同雙

方權利義務的新法律—《勞動合同法》。《勞動合同法》對廠商在勞動契約訂定

、資遣費、大量解僱勞工、人力派遣，甚至競業禁止等，均有法律條文明文規範

，讓勞動行政部門失去模糊解釋之空間，防堵了資方可能鑽漏洞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