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外人直接投資之相關文獻回顧  

 

第一節    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貿易開始蓬勃發展，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移

轉變的更加自由，國與國間的貿易商品也從原本的消費財交易，逐漸

拓展至資本財之交易，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外人直接投資活動開

始成長，相關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發展。是什麼原因驅使學者們

對外人直接投資如此重視？外人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大致包括下列原

由： (1)外人直接投資有助於技術之移轉；Harry Johnson在其文章中

指出，外人投資本質上就是包括資本、管理方法、技術和知識一整套

從投資國到地主國的國際移動 1，由於技術具備外溢效果，因此當跨

國企業在當地生產製造時，將有助當地企業的生產技術升級，並改善

地主國的生產效率及產品品質。 (2)外人直接投資將創造當地就業機

會，當跨國公司欲在被投資國營運時，除了本身企業人員外，勢必得

在當地雇用生產、營運及管理人員，被投資國的就業機會因此而增

加。 (3)外人直接投資將可增加被投資國的經濟成長，對開發中國家

而言，若國內投資不足，在資本無法累積下，勢必難以在經濟上有亮

眼的表現，但若外人直接投資注入後，將可迅速地累積資本，並透過

資本的累積增加經濟成長速度。  

 

拓展一國國際經貿活動之方式，主要包括國際貿易與外人直接投

資。至於哪些因素會促使跨國企業不採取國際貿易方式，反而選擇以

風險較大的直接投資方式來擴張事業版圖呢？探討此議題的相關文

獻發展至今已大致完備。在理論部份，包括 Ricardo 的比較利益原則、

Vernon 的產品循環理論、Hymer 的無形資產假說，以及最後集大成於

Dunning 的折衷理論，皆對外人直接投資行為有深入的見解。在外人直

接投資之決定因素方面，則可區分為需求面和供給面因素，需求面因

素又可再分為經濟面因素和政治面因素，經濟面因素包括有地主國市

場規模，勞動成本、勞工品質、資金成本等，政治面因素則包含政治

穩定度、政黨輪替、地主國政府貪污程度等；主張供給面因素則包括

                                                 
1 見許祐淵(1989)，「外人投資理論之研究」，《產業金融季刊》，第 64 期，頁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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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廠商的規模經濟、無形資產、寡占能力等。   

 

本章除前言外，就相關文獻分為三節：第二節針對外人直接投資

的基礎理論作扼要回顧，以了解外人直接投資行為之動機，第三節就

實證面探討外人直接投資之決定因素，尤其關心哪些經濟面的變數會

對外人直接投資決策產生影響，第四節特別針對決定外人直接投資因

素中之租稅變數作相關文獻彙整。第五節則為本章小結。  

 
 
 
 

第二節  外人直接投資之理論回顧  

 
   外人直接投資理論發展至今已大致完善，學者把對外直接投資的

決定因素區分成需求面因素和供給面因素。需求面因素包括被投資國

的市場規模、勞動成本及地主國所提供的投資誘因、政治安定度等；

供給面因素則有廠商的規模經濟、擁有無形資產的多寡、內部化行為

及寡占能力大小等。原則上，依據需求面和供給面兩大類因素劃分，

主要按照國際貿易理論上的傳統貿易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兩種論點

來分析，前者研究重點著重於一般均衡分析，後者則是從個體廠商特

性來研究。以下的探討便以這兩種論點出發，回顧外人投資理論的相

關文獻。  

 

一、 傳統貿易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 Ricardo 於 1817 年提出的比較利益原

則。廠商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自然會將資本由低報酬國家移往高報酬

國家，也就是若生產技術已達標準化，廠商會將生產活動移轉至工資

或技術水準較低的國家，以賺取更高的利潤，因此便有國際投資行為

的產生。這類的理論包括有新古典理論、區位理論、產品循環理論。

以下就三個理論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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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古典理論（Neoclassical Theory） 

   Ricardo 所提出比較利益理論可謂新古典學派之濫觴。新古典學派

的學者認為所有生產要素中，以資本的流動性最高。所以跨國企業在

追求利潤最大的前提下，會把資本由投資報酬率低的國家移往投資報

酬率高的國家，一直到兩國投資報酬率相等為止。透過資本在國家間

的移轉，對外投資活動因此形成。  

 

(二)  產品循環理論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 

產品循環理論由 Vernon 於 1966 年提出。Vernon 將產品發展過程分

為三大階段：首先，為新產品階段，當一個新產品在發明、創新之初，

因為品質和技術都尚未定型，而且新產品需求小，也幾乎沒有國外市

場，所以此時產品僅提供給國內消費者使用。其次，在銷售一段時日

後，隨著消費者對產品的了解日益增加，接收度也慢慢提高，在需求

不斷增加下，產品的技術及品質因此日趨成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

便在海外設立投資據點，並且開始開拓海外市場，此時進入產品的成

熟階段。最後，當產品生產技術已廣為人知時，產品的型態、功能亦

已固定，此時產品價格便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廠商紛紛希望設廠在可

以降低成本的地點，並再將其產品運回母國，此時為標準化階段。

Vernon 便以上述動態的觀點來說明廠商海外投資行為。  

 

(三)  區位理論 (Location Theory) 

Isard 則於 1977 提出區位理論來解釋外人直接投資行為。區位理論

認為區位之選擇為外人直接投資的重要考量，這派學者認為地主國必

須擁有特殊的區位優勢才能吸引外人投資，這些優勢必須包含市場及

生產成本兩方面，例如在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價格低廉，而且生產力及

資源品質亦較佳，在達成這兩項要件下，可使生產成本下降，廠商因

而有意願投資。此外，生產規模要夠大且具有發展潛力，才有投資海

外市場的必要。再加上被投資國政府的政策鼓勵及政治安定等因素，

皆會促使跨國公司進入該國投資。  

 
 

 9



二、  產業組織理論  

以產業組織理論為論點來研究的學者，認為廠商之所以可以進行

對外投資活動，是因為廠商具有某些自己專屬的優勢，可以使生產成

本降低，並克服對外國市場的陌生，而且和當地廠商競爭下仍具有優

勢。這類觀點的理論包括有無形資產理論、內部化理論以及折衷理論。 

 

(一)  無形資產理論 (Intangible Theory) 

無形資產說最早由 Stephen Hymer 於 1960 年所提出。此種假說認為

廠商之所以可以進行對外投資活動，是因為它擁有一些無形資產，例

如專利權、品牌知名度、特殊生產方式、產品創新以及管理營運上的

技巧等不完全競爭優勢，而且這些無形資產也同時具有企業內公共財

的特性，並不會因為運用到海外市場就減少其在母國運用的價值。若

產品處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且跨國企業具備有地主國廠商沒有的優勢

下，廠商便可在各個海外市場運用這些不同的無形資產，跨國投資行

為便因此產生。  

 

(二)  內部化理論 (Internalization Theory) 

內部化理論是由 Buckley 和 Casson 所提倡。國際交易包括進出口貿

易、代理權的買賣或直接投資，若母公司認為前兩項的成本過高，希

望能在海外設立生產、銷售的地點，直接在海外市場進行生產並且直

接銷售，將原本的市場交易內生化成為公司內部的交易。 Buckley 和

Casson 認為企業進行交易內部化的因素有下列幾項： (1)產業因素，例

如產品的特性不適合運輸或產品適合規模經濟生產。 (2)地區因素，

例如地理距離太遠導致運輸成本過高。 (3)國家因素，例如被投資地

主國政府對直接投資提供更大的投資優惠及補助。 (4)企業特殊因

素，例如管理銷售上的考量。根據以上四點考量，若廠商認為交易內

容化比起市場交易來得更為有利可圖，便會開始進行海外投資活動。 

 

(三)  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 

折衷理論乃由 John Dunning 於 1980 年所提出。Dunning 認為單一理

論並不能完全地解釋外人投資行為，因此他綜合了無形資產理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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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理論及內部化理論，提出折衷理論。他認為廠商會進行海外投資必

須擁有自身性的專屬優勢 (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例如擁有投

資地主國廠商沒有的技術，以及其他公司無法模仿的創新能力等，此

即 無 形 資 產 理 論 ； 必 須 取 得 某 一 地 區 性 的 生 產 優 勢 (location 

advantage)，例如地主國的資源分配、貿易障礙的消除、降低租稅負

擔等，此即區位理論；以及能將無形資產的優勢化為內部化擁有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也就是內部化理論。此外，Dunning 也同

時認為企業對外投資的能力會受到投資地主國、產業及廠商所具生產

要素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有些學者將 Dunning 的理論以三個優勢，即

Ownership、Location、 Internalization 的英文字頭命名為 OLI 理論。  

 

上述各個理論基礎將列表彙整於下頁之表 2.1，其理論之間的關

聯圖則表現於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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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FDI 理論的彙整  

 

論點 理論名稱 對外人投資的解釋 

新古典 

理論 

由於各國投資報酬率不同，在追求最大利潤下，

廠商選擇移動資本，直到最後各國的投資報酬率

相同為止，海外投資行為便因此發生。 

產品循環 

理論 

以動態觀點來解釋外人投資行為。將產品生命週

期分為三個階段，從產品被發明、產品成長到產

品成熟，進軍國際，並在國外生產、銷售來說明

外人投資行為的發生。 

傳
統
貿
易
理
論 

區位理論 
以市場及生產成本的概念出發，指出地主國必須

提供跨國企業足夠的市場規模及降低生產成本

等優勢方能吸引外人投資。 

無形資產 

理論 

因為廠商擁有特定優勢，若處在寡佔市場結構

下，廠商可以透過這些優勢，克服在地主國競爭

的不利條件後，仍可繼續利用這些優勢來賺取利

潤，廠商便會進行海外投資行為。 

內部化 

理論 

若廠商因所屬產業特性、地區或企業管理等特殊

因素，打算將原本的市場交易內生化成為企業內

易，海外投資焉然形成。 

產
業
組
織
理
論 

折衷理論 
綜合無形資產、區位、內部化理論而成，認為對

外投資是這三種優勢結合所成的行為。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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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FDI 理論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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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人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之文獻回顧  

 
根據前節理論，大致上 FDI 可由報酬率高低、產品之循環週期、

地主國優勢、廠商擁有之無形資產來解釋；而在實證面上，外人直接

投資的決定因素可以分為需求面與供給面來分析。一般研究需求面決

定因素上分為兩類，一方面是經濟面的考量，包括地主國的市場規模、

經濟成長、勞動生產力、實質工資、資金成本、基礎建設、投資獎勵

及租稅優惠等，另一方面為政治面的影響因素，例如政治安定、貪污

情況及政黨輪替等；在供給面因素則是有廠商規模、R&D 密度、無形

資產擁有的多寡以及廠商寡佔能力等。由於政治面的因素在實證衡量

上並不容易，而且也存在許多爭議，所以本文在以下討論影響外人直

接投資因素，將重點放在經濟面上的分析，針對各個不同的經濟變數

分別加以討論。至於影響廠商資金成本的租稅變數，則留待至下節作

個別探討。  

 

一、  需求面因素  

(一 ) 市場規模  

   經濟面的影響因素最常被考慮的就是地主國的市場規模。一般認

為跨國企業可以利用廣大的市場，運用生產資源，以獲得規模經濟的

效率，在實證分析上通常以一國的 GNP 、GDP 作為市場規模的替代變

數；另外以 GDP 成長率作為衡量市場潛力的替代變數。Billington(1999)

研究影響 7 個工業化國家到英國投資 FDI 的因素，發現 GDP 和 GDP 成

長率皆對 FDI 流入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Bevan & Estrin (2004)檢驗西歐

歐盟國家的 FDI 到東歐國家投資之決定因素發現，地主國和投資母國

的 GDP 皆有對 FDI 流入都呈現正相關。Lucas(1993)在研究影響 7 個東南

亞國家 FDI 流入因素則將此 7 國的市場規模區分為國內及國外市場，

採用地主國的消費支出與主要出口國的 GDP 作為解數變數，結果發現

主要出口國的市場規模才是影響 FDI 的因素，地主國內的消費支出對

FDI 流 入 的 影 響 很 微 弱 。 此 外 ， Schneider & Frey(1985)、 Wheeler & 

Moody(1992)、Friedman et al.(1992)、Pistoresi(2000)及 Chakrabarti(2001)的

實證研究分析，也都認為每人 GDP 和經濟成長率對 FDI 流入皆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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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正相關。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連怡欣 (1997)發現，市場規模只對

特定投資來源國而言，才能得到顯著的正向結果；對整體 FDI 流入而

言，卻無法得出滿意的結果。但林志誠 (1997)卻認為台灣國內市場需

求的成長的確是吸引外資的ㄧ大原因。  

 

(二 ) 勞動  

   勞動亦是跨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會考慮重要的經濟因素之ㄧ。勞動

大致上可分為 3 個面向來分析，分別為勞動成本、勞工生產力及當地

的可用勞工數。大部分學者皆認為若當地工資越低，則會增加外人投

資的誘因，例如 Tasi(1994)、Mudambi(1995)及 Dees(1998)皆發現低廉的

工資都是吸引外人投資的重要因素。在國內的研究中，張淑音 (2006)

也指出流入台灣的 FDI 中，不論是整體外人投資或者是外商於製造業

上的投資，皆與工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但也有些學者認為以工資率

來考量勞動成本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只有工資率低廉並不能完全吸引

外人投資，還必須考慮到勞工的品質。因此有部分學者建議應以勞動

生產力來衡量，例如，Friedman et al.(1992)在研究流入美國的日本外人

投資中便發現，越高的勞動生產力便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ㄧ，但卻無

法對來自歐洲國家的直接投資提出解釋。Axarloglou(2005)也發現相對

的勞動生產力是吸引美國外人投資流入的重要因素。  

 

在分析當地可用勞工數上，通常都以當地的失業率來代表可用勞

工的比率。若失業率高，則代表當地有更多的勞工願意接受較低的工

資，所以一般認為高失業率會吸引外人投資增加。Friedman et al.(1996)

發現若一州的失業率越高，越能吸引想在當地建立新廠房的外人資，

但失業率對併購類的 FDI 卻不會有任何影響。Billington(1999)也認為若

失業率越高，越有誘因吸引 FDI 流入。  

 

(三 ) 地主國利率  

地主國資金成本通常可分為兩個面向來分析，一為地主國借貸之

資金成本，二為地主國租稅之資金成本。借貸所發生之資金成本則以

放款利率做為替代變數，租稅所發生之成本則是以稅率來代替之；至

於稅率所發生之資金成本將待至下節作個別討論。學者認為若地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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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相對其他國家來的低，則跨國企業會因為在當地借貸資金的成本

較低，而在當地多借資金，而減少從母國的直接投資。因此地主國利

率被認為和外人直接投資金額呈正相關。此外，地主國國際收支平衡

表上的外人直接投資項目，比起實際到位的投資金額，則會有被低估

的可能。實證分析上，Culem(1988)證實若地主國利率越高，則有更多

的 FDI 資金的流入。Billington(1999)也得到相同顯著的結果。  

 

(四 ) 匯率  

   若一國的幣值貶值，則會吸引越多外人直接投資；因為若幣值貶

值後，則有利於出口，所以外人投資在出口上會相對具有優勢。因此

有學者認為匯率 (以外國幣值 /地主國幣值 )和 FDI 流入呈現正相關。實

證分析上， Froot & Stein(1991)和 Blonigen & Feenstra(1996)皆得到正相關

的結果。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連怡欣 (1997)只有在歐洲區國家和新加

坡為來源國的 FDI 找到正向且顯著的結果。張淑音 (2005)則認為只有

對製造業的 FDI 流入而言，匯率的影響效果才是正向且顯著的。  

 

(五 ) 地主國開放程度  

  地主國開放程度通常以進出口佔 GDP 的比例做為替代變數。認為開

放程度高低與 FDI 流入有關的論點指出：外人投資方案多和貿易部門

有直接關聯，因此一國貿易開放度的高低，應是外人投資決策上的影

響因素之ㄧ。Culem(1988)、Edward(1990)及 Pistoresi(2000)皆得到開放

程度與 FDI 流入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國內的研究中，Chang(2005)則

是以向量的自我迴歸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模型，得到出口對 FDI

流入有正面效果之結論。  

 

(六 ) 其他經濟因素  

  除了上述的五點經濟面因素外，以下幾項因素也是部分學者進行

實證分析時所考慮的因素：若地主國的基礎設施越完善，例如機場、

高速公路設施越發達，則可以減少廠商的運輸成本，故可增加 FDI 流

入。Axarloglou(2005)便以一州內的機場和高速公路數目做為解釋變數

之ㄧ，雖其最後得出結果為正向，但並不顯著。此外，若地主國為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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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順差國，則代表此國的經濟體系健全，因此部分學者也認為貿易順

差 有 較 高 的 誘 因 可 吸 引 FDI 的流 入 ，Schneider & Frey(1985) 以 及

Lucas(1993)皆證實貿易順差和 FDI 流入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七 ) 政治面因素  

   政治面的因素多以政治安定度作為解釋變數。Schneider & Frey(1985)

即證實若一國的的政治越不穩定，則會降低外人投資的誘因。部份文

獻則以突發的政治事件作為虛擬變數，來探討突發政治事件對外人投

資的衝擊。另外，Wei(2000)則利用 45 國的 FDI 資料指出，若地主國

貪汙程度越高，則會使得外人投資減少。國內的研究方面，張本錦

(1970)、吳榮義 (1980)則以問卷調查方式，說明政治穩定為吸引外人

來台投資的重要因素，林志誠 (1997)則是以虛擬變數來表示突發的政

治事件，亦得到類似的結論，但不同的是，他認為政治事件的效果只

限於當期，並不會產生長遠的影響。張淑音 (2005)認為政黨輪替對華

僑投資和外人投資皆有顯著的效果，但其對兩者的影響方向卻是相反

的：對華僑投資而言，民進黨執政後反而減少其投資量，但外人投資

則是相反地增加其投資量。  

 
以下表 2.2 為本文彙整上述相關變數對 FDI 的影響效果。  

 
表 2.2 FDI 需求面決定因素之彙整  

 

影響變數  正相關  負相關  不顯著  

市場規模  
(GDP、

GNP) 

1. Schneider & Frey 
(1985) 

2. Wheeler & Moody 
(1992) 

3. 林志誠 (1997) 
4. Billington (1999) 
5. Chakrabarti (2001) 
6. Bevan & Estrin 

(2004) 

 連怡欣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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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FDI 需求面決定因素之彙整 (續 ) 
 

影響變數  正相關  負相關  不顯著  

地主國  
工資  

Wheeler& Moody 
(1992) 
 

1. Tasi (1994) 
2. Mudambi (1995) 
3. Dees (1998) 
4. 張淑音 (2005) 

Pistoresi(2000) 

勞工生產

力  
1. Friedman et al. 

(1992) 
2. Axarloglou(2005) 

  

失業率  1. Friedman et al. 
   (1996) 
2. Billington(1999) 

  

匯率  1. Froot & Stein 
(1991) 

2. Blonigen &    
Feenstra (1996) 

3. 連怡欣 (1997) 
4. 張淑音 (2005) 

  

地主國  
開放程度  

1. Culem(1988) 
2. Edward(1990) 
3. Pistoresi(2000) 
4. Chang(2005) 

  

地主國  
利率  

1. Culem(1988) 
2. Billington(1999) 

  

地主國  
基礎建設  

  Axarloglou(2005)

貿易順差  1. Schneider & Frey 
(1985) 

2. Lucas(1993) 

  

政治安定  1. 張本錦 (1970) 
2. 吳榮義 (1980) 
3. Schneider & Frey 

(1985) 
4. 林志誠 (1997)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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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外人直接投資與租稅之實證文獻回顧  

 
隨著外人直接投資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各國政府無

不希望能夠透過租稅優惠來吸引外人投資，以降低跨國公司的經營成

本並增加其收益，促進更多的投資活動。當政府拋出財政誘因來吸引

外資時，勢必會減少跨國企業的營運成本，但優惠租稅政策對吸引外

人直接投資的效果大小到底為何？本節以下即對各個學者在此議題

上的研究成果扼要說明並加以彙整。  

 
   Hartman(1984)首先針對美國國內的租稅政策改變後，是否會對其境

內 FDI 活動產生影響來進行實證分析。作者認為母國的租稅制度並不

會影響跨國公司投資決定 (因符合資本出口中立性 )，並假設外人投資

決策是取決於實質稅後報酬率；進而按融資方式的不同，將 FDI 分為

母公司的資金移轉及子公司的保留盈餘再投資兩種方式。Hartman 以時

間序列的資料進行分析，稅率變數則採用平均有效稅率的概念，並以

外人投資者稅率及本國投資者稅率的相對比作為稅率的解釋變數。其

實證結果指出，租稅政策的改變的確對美國當地 FDI 活動有顯著的影

響，不論資金的融資方式為何，降低外國投資者的稅率皆會增加其投

資誘因。  

 

   Young(1988)則是修正了 Hartman 的模型，除了拉長樣本的期間外，

也加入了前期投資落後項(lagged investment term)作為解釋變數之ㄧ，並

稍微修改 Hartman(1984)的投資資料。由其實證結果顯示，以保留盈餘

融資的FDI對稅率及報酬率的變動比以資金移轉方式融資的FDI來的更

敏感，也就是說稅率及報酬率變動對以保留盈餘融資的 FDI 影響較大。 

 

   Slemrod(1990)則是針對 Hartman 文章內的部份缺失提出了一些改良

方法，包括有資料搜集、資料定義及稅率變數。除了這些改良方法外，

Slemrod 認為母國對國外來源所得處理方法的不同也會影響跨國公司

投資決定，所以也把母國租稅制度的差異納入檢定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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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mrod 首先以邊際有效稅率的概念來取代平均有效稅率，因為作者認

為以邊際有效稅率更能反映投資者真正的租稅負擔。其次在以虛擬變

數來處理資料偏誤的問題。此外，Slemrod 也加入一些非租稅的解釋變

數 (實質相對 GDP、失業率、實質匯率 )來增強檢定的強度。其結果發

現，美國的邊際有效稅率對總 FDI 和以母國資金移轉的 FDI 呈現顯著

的負相關。在非租稅的解釋變數方面，只有實質匯率和 FDI 有顯著的

負相關，因此作者認為美元貶值會刺激外人直接投資的流入。  

 

   在投資來源國的分析方面，Slemrod 將投資母國按對國外所得處理

方法的不同，分成免稅制和稅額扣抵制兩種，但無法得到母國租稅制

度會影響 FDI 流動的結果。此外， Slemrod 也同時考慮母國公司稅的有

效稅率及美國及母國法定稅率之差距，但結果顯示，只有西德和義大

利兩國在資金移轉和總 FDI 流動上，和租稅差距 (美國稅率減去母國稅

率 )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且不論資金融資的方式為何，投資母國的稅

率對採用扣抵制和免稅制的國家而言，皆無產生顯著性的效果。所以

考量母國稅制和稅率的模型下，並不能得到和作者預期的效果。之所

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作者認為可能是因為資料來源過於簡單，導致

無法完全地衡量投資母國的邊際有效稅率。再者，跨國公司可以利用

租稅遞延的好處或者採用巧妙的經營策略 (移轉計價、租稅天堂 )來降

低全球稅負，使得母國租稅的影響並不明顯。  

 

   Cassou(1997)採用和 Slemrod 相同的方法研究 (對投資來源國分類 )，

作者認為之前的研究多採用時間序列的方法並不合適，因為某一特定

國家的稅率並不會隨著時間大幅度的變動，所以導致用時間序列的方

法無法完整的呈現稅率和 FDI 流動的關係，作者因此採用 panel data 的

方法來處理，不但可以解決上述問題，亦可增強統計的檢定能力。

Cassou 利用 7 國在美投資的 FDI 資料，並加入了美國及投資母國的個人

所得稅率做為解釋變數之ㄧ，但作者並未如同 Slemrod 一般按投資母

國處理國外所得方法的不同作分類。  

 

   Cassou(1997)實證結果發現，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率皆會影

響以移轉資金融資的 FDI 和總 FDI 流入，但個人所得稅的影響效果卻

得到顯著性的正向關係，作者認為背後的原因是高所得稅率會降低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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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並造成國內資金的短缺，因此需要國外的資金來彌補資金缺口，

所以才會有正向關係的結果。在投資母國的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方

面，則不論是以移轉資金融資或以保留盈餘融資的 FDI 以及總 FDI

流入皆有顯著的影響。  

 

   Wijeweera et al. (2007)則是接續 Cassou (1997)的方法，並進一步按母國

對國外所得處理方法的不同來對投資來源國分類，而且將投資來源國

增加至 9 個，研究期間亦拉長至 1982~2000 年。其結果發現，美國的

稅率的確會對流入美國的 FDI 產生顯著性的負向效果，而且就法定稅

率比起邊際有效稅率和平均有效稅率來得更為顯著。之所以會有這樣

的結果，作者則歸因於法定稅率的資訊比起有效邊際稅率來得更容易

取得及熟悉。就母國稅率而言，不論是哪一中稅率表示型式下，所得

到的係數皆沒有彈性，所以在資本輸出國增加其公司稅率時，美國不

應期待引起相當的 FDI 流入。在對投資母國分類上，作者認為採取免

稅制的國家的確比起採取扣抵制的國家而言，對地主國稅率的敏感程

度更為敏感。  

 

   美國在 1980 年代實行一連串的租稅改革，其中以 1986 年的租稅

改革 (TRA 86)對外人投資影響最大，而且在美 FDI 流入量在 1987 年隨

及迅速增加，因此學者們便開始對此議題展開研究，關心 1986 年的

租稅改革是否真的吸引 FDI 的增加呢 ?相關文獻本文彙整如下：  

 

   首先，Swenson(1994)為了更能正確衡量租稅改革的影響，因此將資

料的時間拉長為 1980~1989，再者，作者認為每個產業所面對的投資

誘因皆不同，因此再將 FDI 資料按產業別和投資來源國做分類。此研

究分為兩大部份，第一，檢驗增稅是否使外國投資增加或減少呢？第

二，按投資母國分類，檢驗對國外所得的處理方法不同是否會對 FDI

有影響。利用 OLS 迴歸分析後，Swenson 得出平均稅率增加百分之一會

吸引 FDI 約百分之 0.9 的增加。在加入產業虛擬變數後得出的結果亦

為顯著的，但係數略下降至約 0.7 個百分點。按投資母國分類的部分，

結果顯示採全球所得制的國家會因平均稅率增加百分之ㄧ，而增加百

分之 2.9 的投資；反觀，不對國外所得課稅的國家卻是得到不顯著且

相當小的正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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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在檢驗 TRA86 的影響效果，Auerbach and Hassett(1993)則認為一跨國

公司所面對的稅負不僅會因為融資方式不同而有差異，和其所採用投

資型態亦有相關聯。而且過去的研究多用 FDI 資金流動資料 (capital 

flow)，並非投資本身，所以並不能完全地呈現稅對 FDI 的影響。因此，

作者利用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的調查資料，並發展一套 FDI 理論模

型，試圖找出在 TRA 86 實行前後的差異。最後作者推斷出以下結論：

(1)作者並不認為 TRA 86 的租稅誘因會改變 FDI 形式及造成 FDI 增加。

(2)投資母國若採扣抵制會因 TRA 86 的實行而降低其在併購上的誘

因。(3)對投資母國免稅制的國家而言，TRA 86 會減少其在機器設備投

資上的意願，而增加其在併購上的誘因。  

 

   Swenson(2001)運用類似 Auerbach and Hasset的方法 (按照 FDI投資型

態而分類 )，利用個別廠商投資的交易資料，考慮投資者的投資特性 2

後，檢驗FDI對稅的反應大小為何。利用美國商業部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資料，採取的樣本數有 3,212 筆，並將 FDI

分類為六項，分別為 (1)建立新廠房， (2)擴張廠房， (3)合併與併購，

(4)合資企業，(5)股東權益增加，(6)其他。利用Logit迴歸分析後，Swenson

得到以下結果：(1)州政府較高的稅率會減少廠商在新廠房及擴廠上的

投資但會增加其在合併與併購上的意願， (2)若擴大至國家別的分析

範圍， FDI投資型態對稅的反應，並不會因投資母國處理國外所得方

法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De Mooij & Ederveen(2003)則認為之前的每篇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

不同，對稅率的衡量方式也大相徑庭，所以想當然爾每篇研究所得出

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為了要使得各篇文章可以相互比較其彈性大小，

作者決定採用統合分析 3(meta-analysis)方法來對之前的各篇研究進行

比較分析。作者採用在此議題上的相關文獻以Hartman(1984)為首至

Swenson(2001)共計 25 篇，在半彈性 (稅率彈性 ) 4定義下，作者得出每篇

文章所採用的租稅彈性平均值為 3.3− ，也就是說當被投資國的稅率降

低百分之一時，會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流入約百分之三點三，而且，外

                                                 
2 所謂的投資人特性是指某些投資人或在特定的州投資，會特定選擇某種型態的FDI。 
3所謂的統合分析是將以前所做的研究結果作為研究主題，加以綜合歸納後，再

以統計分析的方式來評估其效果。  
4 De Mooij & Edverveen(2003)，所指的半彈性係指稅率變動 1%，將造成多少FDI變動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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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接投資對有效稅率的反應會比法定稅率來的更為敏感，最後，作

者亦無法找出母國採用免稅制的國家，對地主國公司稅會較母國採用

扣抵制的國家來的更為敏感的證據。  

 
在國內研究的部份，早期學者在此議題上的研究仍多採問卷調查

的方式，如張本錦 (1970)、蕭峰雄 (1979)、吳榮義 (1980)的問卷調查，

皆發現當時的獎勵投資條例為吸引外人投資的重要因素之ㄧ。  
 
   在迴歸分析的實證研究方面，何翊文 (1985)探討台灣外人直接投

資的決定因素和其聯鎖效果分析。針對獎勵投資條例以虛擬變數來處

理，並以此作為租稅優惠措施的變數，結果發現政府以租稅減免的確

能刺激外人投資流入。  

 
   陳惠雪 (1990)則針對我國外人投資的課稅問題來進行實證析，探

討外資為台灣經濟所帶來的好處及租稅獎勵政策的成效。以名目稅率

減去平均有效稅率代表外資因租稅獎勵所受到的好處。由結果發現，

租稅獎勵措施並不會影響外人直接投資，所以認為政府沒有必要過度

倚賴租稅優惠政策。  

 

   Chang & Cheng(1992)則針對台灣外人投資的行為與租稅政策的

關係進行分析。本文採用兩種迴歸模型，首先使用台灣總體的時間數

列資料 (1972~1987)，另一部分則使用特定製造業廠商的橫斷面資料

(1985~1986)來分別討論。第一部份的結果指出，GDP 對 FDI 流入有

顯著的正相關，在勞動成本上則是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但卻無法證實

租稅優惠會吸引外人投資。針對製造業廠商的部份，結果指出如果單

就電子業而言，租稅優惠對其產生很大的投資誘因，但若擴及至所有

製造業廠商則發現租稅優惠對淨值的增加沒有顯著的效果。  

 

   呂豐廷 (1997)則是針對兩稅合一實行後，國內廠商的稅負相對減

輕，使得本國廠商與國外廠商有差別的租稅待遇，並探討此租稅差異

是 否 會 和 “ 亞 太 營 運 中 心 ” 的 政 策 目 標 相 牴 觸 。 作 者 修 正

Janeba(1996)的理論模型後，來探討影響 FDI 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

勞動成本、資金成本、台灣對外資所課的公司所得稅率以及投資母國

對國外所得的稅率。採用台灣外資的前五大產業平均營運成本做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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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個別產業 FDI 流入與市場規模 (GDP)、工資、資金成本、租

稅的特別差異 (外國子公司的利潤稅減去台灣的公司所得稅 )之間的

關係。由其結果發現，稅率差距擴大會影響外人來台投資的意願，並

減少 FDI 的流入，而且與“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目標相互牴觸。  

 
陳韻如 (1999)則是特別針對以下主題探討：租稅優惠是否為外人

投資台灣的重要原因之ㄧ？租稅獎勵政策是否真的有發揮吸引外資

的功能？政府對外匯管制放寬後，FDI 是否產生結構性的變動？作者

首 先 回 顧 之 前 各 個 時 點 的 租 稅 優 惠 政 策 以 及 其 成 效 ， 接 著 修 正

Lucas(1993)的實證文章，導出廠商的資本引申函數，以此找出影響

FDI 的因素。在稅率變數上，以劉涵泰 (民國 87 年 )的邊際有效稅率為

基礎，並加以修正，希望以此更能貼切代表當廠商投資決策的真正租

稅負擔。其結果指出，對歐美、日本的投資國而言，租稅優惠越多及

邊際稅率越低，越可以吸引 FDI 的大量流入，但對以華僑身份的投資

人而言，邊際稅率越高其投資意願反而越高，作者認為可能和華僑投

資產業的特性有關；至於在 FDI 結構性變動上，並無法找出顯著的結

果證實外匯管制寬鬆和對外投資放寬後會造成 FDI 結構性的改變。  

 
    本節最後，將上述文獻彙整於表 2.3 與表 2.4 中。表 2.3 為本文

彙整上述國外有關租稅與外人直接投資之實證文獻；表 2.4 則彙整國

內有關租稅與外人直接投資之實證文章。  

 
表 2.3   國外有關外人直接投資與租稅之文獻彙整  

作者 
研究對象與 
樣本期間 

研究目的、方法 研究成果 

Hartman 
(1984) 

流入美國的

FDI 
(1965~1975) 

 

1. 探討美國租稅政策改變

後是否會影響其境內的

FDI 活動。 
2. 將 FDI 分為保留盈餘再

投資以及母公司資金移

轉兩類，以 OLS 迴歸分

析，並採平均有效稅率

的概念作為稅率的解釋

變數。 

1. 不論資金融資方式為

何，租稅對 FDI 皆有很

大的影響。 
2. 降低外資的稅率將可吸

引 FDI 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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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外有關外人直接投資與租稅之文獻彙整  (續 ) 
 

作者 
研究對象與 
樣本期間 

研究目的、方法 研究成果 

Young 
(1988) 

 
流入美國的

FDI 
1953~1984 

 

1. 修正 Hartman(1984)的
模型，並加入前期的落

後項作為解釋變數之

ㄧ，冰拉長觀察期間。

2. 同樣以 OLS 迴歸分析

之。 

以保留盈餘融資的 FDI
對稅率的敏感程度，比起

以移轉資金的 FDI 流

入，更顯得敏感。 

Slemrod 
(1990) 

 
 

流入美國的

FDI 
1956~1984 

 
 

1. 以邊際有效稅率代替平

均有效稅率，並加入其

他非租稅的解釋變數

(實質 GDP、兩國匯率)。
2. 考量母國稅制，並按照

投資來源國分類，希望

找出母國稅制差異對

FDI 流入的影響。 

1. 邊際有效稅率以及實質

匯率對以資金移轉的

FDI 而言，有顯著負向

關係。 
2. 作者無法找出母國稅制

差異對美國境內 FDI 活
動的影響。 

Cassou 
(1997) 

流入美國的

FDI 
1970~1989 

 

1. 有別以往以時間序列資

料，Cassou 採用 panel 
data 資料期望得到更高

的解釋能力。 
2. 將母國公司稅、個人所

得稅做為解釋變數之

ㄧ。 

1. 美國公司所得稅對 FDI
流入為負向；但個人所

得稅則為正向。 
2. 投資母國的公司稅、所

得稅對以資金移轉的

FDI 和總 FDI 流入呈現

負向關係。 

Wijeweera 
et al. 

(2007) 

流入美國的

FDI 
1982~2000 

 

1. 檢驗美國公司稅是否為

外人投資的決定因素之

ㄧ，並觀察採用免稅制

的國家對於美國稅公司

率是否會比扣抵制國家

來的更為敏感。 
2. 以 panel data 資料，並

用三種稅率衡量方式估

計之。 

1. 美國的公司稅的法定稅

率比起邊際有效稅率和

平均有效稅率對 FDI 的
影響更為顯著。 

2. 作者認為採免稅制的國

家對地主國稅率比採扣

抵制國家更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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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外有關外人直接投資與租稅之文獻彙整  (續 ) 
 

 

作者 
研究對象與 
樣本期間 

研究目的、方法 研究成果 

Swenson 
(1994) 

流入美國的

FDI 
1980~1989 

1. 衡量 TRA 86 對美國

FDI 是否產生影響，並

以產業別資料觀察之。

2. 以 OLS 迴歸分析，並

採平均有效稅率的概

念衡量稅率變數。 

1. 若平均有效稅率增

加 1%，將吸引外人

投資增加 0.9%。 
2. 採扣抵制國家對地

主國稅率較為敏

感，且呈現顯著的

負向關係。 

Swenson 
(2001) 

流入美國的

FDI 
1984~1994 

 

1. 將 FDI 交易型態分為

六類，估計不同型態的

投資活動對於稅率的

敏感程度。 
2. 以 Logit 迴歸分析估計

之，樣本數為外人投資

計畫的件數，而非外人

投資的金額。 

州政府稅率的提高會降

低廠商在新設廠房和擴

廠上投資的誘因但增加

其在併購上的意願。 

De Mooij & 
Ederveen 

(2003) 

從

Hartman(1984) 
為首至 

Swenson(2001) 
的ㄧ系列文章

共 25 篇 

1. 因各篇研究的研究重

點、資料來源皆不相

同，因此希望能夠以新

的租稅定義來比較各

篇研究成果。 
2. 以 統 合 分 析

(meta-analysis)來比較

各篇研究結果。 

1. 以新的租稅彈性估計

後，此 25 篇文章的稅

率彈性平均之值為

3.3− 。 
2. 作者認為母國採扣抵

或免稅制對地主國稅

率的反應並不會有差

異。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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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內有關外人直接投資與租稅之文獻彙整  
 

作者 
研究對象與 
樣本期間 

研究目的、方法 研究成果 

陳惠雪 
(1990) 

流入台灣的

FDI 
1972~1987 

1. 探討外人投資對台灣經

濟的影響，並以資本形

成、國民所得、就業機

會以及技術移轉分析

之。 
2. 針對租稅獎勵與 FDI 關

係進行實證分析，以衡

量其成效。 

不論按照是投資來源國

或是投資產業來分類的

外資，皆發現租稅獎勵對

吸引外資毫無效果，沒有

必要過度依賴租稅獎勵。

Chang & 
Cheng  
(1992) 

流入台灣的

FDI 
1972~1987 

1. 針對台灣租稅政策對

FDI 流入的影響進行分

析。 
2. 採用兩種迴歸方法，一

為總體的時間序列資料

(1972~1987)，二乃個別

製造業廠商的橫斷面資

料(1985~1986)，用以評

估調降營所稅後的影響

效果。 

1. 在時間序列的資料中，

其結果表示租稅獎勵並

不會對 FDI 會產生顯著

效果。 
2. 橫斷面資料中，租稅優

惠對整體製造業廠商影

響不大，但若單就電子

業廠商而言，租稅假期

對淨值的增加有相當顯

著的效果。 

呂豐廷 
(1996) 

流入台灣的

FDI 
1975~1994 

1. 針對兩稅合一後，國

內、外廠商所面對的稅

率不同，進而分析差別

租稅對 FDI 的影響。 
2. 修改 Janeba(1996)的模

型，然後推導出影響在

台外人投資之因素。 

實行差別租稅後，雖提高

本國廠商的競爭力，但卻

會因此減少 FDI 的流

入，且與當時政策目標(成
為亞太營運中心)相牴觸。

陳韻如 
(2000) 

流入台灣的

FDI 
1956~1997 

修正 Lucas(1993)的模型

後，並推導出廠商的資本

引申需求函數，再以有效

邊際稅率來衡量租稅獎

勵 FDI 流入的影響效果。

FDI 的確與有效邊際稅率

皆呈現負相關，尤其對來

自於美國、日本和歐洲國

家的投資來源國尤其如

此。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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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綜合本章以上的分析內容，外人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提供為何廠

商選擇以直接投資形式進行海外市場的擴張，其原因包括各地報酬率

高低不同、廠商具備的特性、地主國專屬的生產優勢等；在相關實證

文章中，則探討地主國擁有的相對優勢，與外人直接投資之間的關

係，包括有地主國市場規模、勞動、匯率、開放程度以及地主國租稅

等，其中，市場規模與開放程度對 FDI 都有正向效果；勞動成本與租

稅成本的提高皆會抑制 FDI 的流入；其他因素如地主國幣值若貶值亦

對 FDI 流入有正向的效果，地主國利率、基礎建設與貿易順差則與

FDI 流入則為正向效果。  

 

   由於影響 FDI 的變數很多，所以每篇研究會針對不同的研究重點

而對所關心的變數採取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易於會產生不一致的結

果。以租稅變數為例，衡量方式包括就有名目稅率、平均有效稅率、

邊際有效稅率，各篇研究對稅率的定義不同，造成其所衡量出的係數

與顯著性也會因此不同。其他如不同觀察對象與不同的樣本期間也會

導致研究結果的差異。  

     

   由於國內在租稅與 FDI 的相關研究上，並未針對不同產業的稅率

進行探討，因此本文以下之實證研究將特別強調產業別的稅率差距對

外人直接投資的影響。採用本章所探討影響 FDI 決定因素做為解釋變

數，分析來台 FDI 流入之決定因素為何，並詳細探討這些因素的影響

方向及效果大小，其中特別著重於產業別稅率差距的影響分析，以邊

際有效稅率的概念作為稅負的衡量方式，分析租稅是否為決定在台外

人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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