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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法的方式，探討國家環境績效與外人直接

投資的關係，研究發現國家重視環境管理，對於吸引外人直

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影響。其次，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

探討台灣廠商如何因應國際環境規範的壓力，以及廠商在回

應回敬規範壓力時，發展出哪些能力。研究發現，廠商主要

在回應國際大廠的要求，其次為政府的法律規範。針對這樣

的壓力，廠商會發展出一套原料供應商的管理篩選機制，以

及本身製程轉換的能力。 

中文關鍵詞： 環境管理、能力發展、外人直接投資 

英 文 摘 要 ： Using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n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as positive influence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n, we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 to 

explore how Taiwanese firms response to 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what capabilities do 

firms develop in response to those pressures. We have 

found that a major pressure to firms is customer’s 

needs, and then the following is government’s 

regulations. Meanwhile, firms develop a set of 

mechanism to select qualify suppliers, and firm’s 

capabilities to transform its manufacture processes. 

英文關鍵詞：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apability development,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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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法的方式，探討國家環境績效與外人直接投資的關係，研究發現國家

重視環境管理，對於吸引外人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影響。其次，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

探討台灣廠商如何因應國際環境規範的壓力，以及廠商在回應回敬規範壓力時，發展出哪些

能力。研究發現，廠商主要在回應國際大廠的要求，其次為政府的法律規範。針對這樣的壓

力，廠商會發展出一套原料供應商的管理篩選機制，以及本身製程轉換的能力。 

關鍵詞：環境管理、能力發展、外人直接投資 

英文摘要 

Using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n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as positive influence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n, we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 

to explore how Taiwanese firms response to 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what 

capabilities do firms develop in response to those pressures. We have found that a major pressure to 

firms is customer’s needs, and then the following is government’s regulations. Meanwhile, firms 

develop a set of mechanism to select qualify suppliers, and firm’s capabilities to transform its 

manufacture processes. 

Keywords：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apability development, FDI 

`壹壹壹壹、、、、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 

地主國的體制環境對於吸引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具有重大影

響力(Dikova and Witteloostuijn, 2007)。體制理論被認為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研究領域中，用來

解釋跨國企業活動的主導性理論(Cantwell, Dunning and Lundan, 2010)。體制可以被視為「遊

戲的規則(Rules of the game)」(North, 1990)，或是可以廣泛地指稱為規則性（regulative）、規

範性(normative)，以及認知性(cognitive)的三大影響因素(Scott, 1995)。現有的研究已確認某些

的重要體制環境因素，對於廠商的活動(尤其是 FDI)深具影響力。而主要的影響因素，可概分

為兩大類，分別是地主國的政治層面與市場層面的體制因素。 

首先，關於地主國政治與社會體制方面的因素，例如：地主國的貪汙程度(Habib and 

Zurawicki, 2002; Cuervo-Cazurra, 2006; Anokhin and Schulze, 2009 ) 、國家風險(Murtha and 

Lenway, 1994; Luo, 2001; Feinberg and Gupta, 2009)與司法體系的公正性(Campos and Kinosh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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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其次，是地主國的市場面因素，如：匯率（Grosse and Trevino, 1996）、稅率（Root and 

Ahmed, 1978; Loree and Guisinger, 1995; Pajunen, 2008）、市場規模(Grosse and Trevino, 2005)

與勞動市場彈性（Pajunen, 2008）等因素。然而，是否地主國體制環境因素，對於吸引 FDI

的流入，皆具有相同的影響性？也許其結果是否定的。根據近期的研究發現，個別的體制因

素對於吸引 FDI 的流入，具有不同面向的影響，例如：勞動市場彈性、公正司法體系與良好

的稅制，對於已開發國家吸引 FDI 具有正向影響; 而開發中國家的貪汙程度、政治穩定性、

公民權利與對智財權保護等，則有助於吸引 FDI(Pajunen, 2008)。因此，對於不同經濟發展程

度的國家而言，發展出具有吸引力的體制環境，可吸引 FDI 以促進經濟成長，是重要的關鍵

議題。 

關於國家體制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廠商的環境策略，研究發現，各種體制環境因素中，驅

使廠商進行「綠化」活動的主要驅力有政府的規範、競爭優勢的取得與利害關係人的壓力

（Bansal And Roth, 2000; Gadenne, Kennedy and McKeiver, 2009），其中政府的規範性力量被

視為是最重要的驅力(Rugman and Verbeke, 1998b; Gadenne, Kennedy and McKeiver, 2009) 。 

據此，整合前述觀點，在進一步探討廠商因應政府環境規範，而發展出廠商特殊競爭優

勢(FSA)與否之前，應先檢測在一般的情境下，廠商是否會順從政府的環境規範？抑或是那些

與廠商有關之因素與其行動之落實程度有關(尤其是在體制環境規範較不健全的國家)？因此，

本研究將進行國家層次與廠商層次的實證研究，探討下列兩個研究問題： 

RQ1：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 FDI 流入？ 

最後，現有的研究發現，廠商會因應政府較嚴格的體制規範，尤其是對於環境保護的規

範，而發展出「廠商綠色競爭優勢」(Porter And Linde, 1995; Rugman and Verbeke, 1998b; Moen 

and Jørgensen, 2010;高明瑞、劉常勇、黃義俊、張乃仁，2010)。其中，Porter And Linde(1995)

認為良好設計的環境標準可以觸發(trigger)創新，使得廠商可以提高其資源生產力而降低其生

產成本，使得廠商更具有競爭力。MNEs 會因為國家間寬鬆不同的規範程度，以及該規範對

於廠商特殊競爭優勢的影響程度，而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Rugman and Verbeke, 1998b），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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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廠商會發展出回應國家或國際環境規範壓力的能力(Rugman and Verbeke, 1998c：820)。因

此，對於廠商如何因應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以及在廠商採取順從策略時，將透過何種機制

產生競爭優勢(FSA)？實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下

列研究問題： 

RQ2：廠商如何因應國家與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當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

產生何種競爭優勢(FSA)？ 

貳貳貳貳、、、、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與假說推導與假說推導與假說推導與假說推導 

一、體制因素、FDI 與環境績效 

體制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規範人類的互動行為(North, 

1990)。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根本驅動力，在於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地理區域之間的吸引

力不同(Pajunen, 2008)。國家間或不同地理區域間對 FDI 的吸引力，係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

傳統理論解釋 MNC 的 FDI 行為，如將 FDI 視為 MNC 投資組合的一部分(Aliber, 1971)、作為

廠商知識與資產（有形或無形的）移轉的工具(Hymer, 1976)、是廠商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的發揮(Caves, 1971)，其後，Buckley and Casson(1976)則認為是廠商為了克服市場

不完全，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internalization)。而集其大成者，Dunning(1980)提出折衷理論

(eclectic paradigm)，認為 MNC 會進行 FDI 是因為具有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內部化優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及區位優勢 (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同時間，另一派學者認為，MNEs進行 FDI 採漸進方式，一開始廠商只是出口

到地理接近的國家或地區，當廠商累積了更多的經驗以後，就會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行

為，如 FDI（Johanson and Vahlne, 1977）。而且在實證研究上，已有許多研究專注在探討 FDI

的決定因素，如市場規模、文化距離與匯率等因素（Li and Guisinger, 1992; Grosse & Trevino ，

1996）。 

然而，在 North(1990)的研究之後，開始有學者認為需要重視體制面的因素對於 MNEs的

影響（Mudambi and Navarra, 2002; Cantwell, Dunning and Lundan, 2010）。在體制因素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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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發現，地主國的貪汙程度對於該國的 FDI 具有負面的影響（Habib and Zurawicki, 2002; 

Cuervo-Cazurra, 2006; Kwok And Tadesse, 2006; Rodriguez, Siegel, Hillman and Eden, 2006; 

Pajunen, 2008）和國家風險（例如：政治穩定性）對於該國吸引 FDI 亦有負向的影響(Habib and 

Zurawicki, 2002; Pajunen, 2008)。此外，地主國的司法體系公正性對於吸引 MNEs到該國進行

FDI，則是具有正向的影響（Campos and Kinoshita, 2003; Pajunen, 2008)。然而，不同的國家

需要發展出類似的體制環境才能夠吸引 FDI 嗎？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國家需要強調不一樣

的體制環境因素，才能夠對 MNEs到該國進行 FDI 產生足夠的吸引力，例如：勞動市場彈性、

公正司法體系與良好的稅制，對於已開發國家吸引 FDI 具有正向影響; 而開發中國家的貪汙

程度、政治穩定性、公民權利與對智財權保護等，則有助於吸引 FDI (Pajunen, 2008)。 

一個國家的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與生態系統(Ecological system)是彼此緊密關連，並且

長期互動的(Jennings and Zandbergen, 1995：1019)，而組織活動是社會系統下的經濟系統

(Economic system)中最重要的角色，因此，體制理論被認為是最適合用來解釋組織持續追求

永續發展的活動(Jennings and Zandbergen, 1995：1023)，因為組織的活動離不開對生態問題的

影響(Shrivastava, 1995)。對於 MNEs而言，地主國的體制環境(如政策)對其活動具有重大影響

力(Rugman and Verbeke, 1998a)，當 MNEs的活動與當地的體制進入共同演化(co-evolution)階

段時，MNEs 之目的已不僅止於適應當地的體制，而是更進一步地影響當地的體制的改變─

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Cantwell, Dunning and Lundan, 2010)。 

由於當現今的全球經濟體制發展，已進入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保護意識抬頭的時期

（UNCTAD, 2010），當地主國的政策改變時，勢必會影響 MNC 在當地的活動(例如 FDI)。有

許多體制因素會影響廠商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議題，而政府的規範壓力則是驅使廠商改變的

最大因素（Rugman and Verbeke, 1998b; Gadenne, Kennedy and McKeiver, 2009)。因此，對於

MNEs而言，要在一國進行 FDI 時，除了競爭的考量、市場規模等經濟因素之外，體制因素(如

政府規範)，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而體制因素的影響又因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而異。此外，

MNEs 會「用腳投票」，因為當一國愈來愈重視環境與社會保護時，MNEs 的投資會向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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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較鬆的地區或是國家移動（UNCTAD,2010）。據此，本研究推論： 

假說一：地主國之環境績效愈好，對該國吸引 FDI 有負向影響。 

二、環境規範與廠商行為 

廠商為了取得正當性，會順從於規範的壓力，並開始與相關利益團體建立網絡關係(Bansal 

and Roth, 2000; Gadenne, Kennedy and Mckeiver, 2009)；主要的利害關係人中，政府規範的壓

力是主要的推手，會驅使廠商改變其生產流程與環境策略（Gadenne, Kennedy and Mckeiver, 

2009）。尤其，不是所有利益團體皆可以對廠商的環境保護作為造成壓力，例如供應商的壓力

並不足以促使廠商改進其環境管理系統，雖然廠商已經提高其環境覺察 (environmental 

awareness)(Gadenne, Kennedy and Mckeiver, 2009)。此外，在組織中，高階管理團隊(TMT)對

於環境的承諾，則是廠商是否能推行其環境管理策略的重要因素(Henriques and Sadorsky, 1999; 

Huang, 2004)。尤其重要的是，CEO 的對於環境保護的承諾，最能有效地促使廠商推行其環

境策略(Epstein and Roy, 1998)。雖然在許多的體制因素（尤指政府的規範）與利害關係人的

壓力下，廠商會採取順從策略，但一旦廠商無法因為投資在綠色競爭力上，而得到任何的競

爭優勢時，廠商將不會進一步的提高其綠色績效，而僅僅是順從政府的規範（Rugman and 

Verbeke, 1998b），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檢驗廠商提出其環境承諾時，何種因素會促使其實踐承

諾：。本研究推論為： 

假說二：政府的規範愈嚴格，廠商實踐其環境承諾的程度愈高。 

假說三：利益關係人對廠商的壓力愈大，廠商實踐其環境承諾的程度愈高。 

假說四：CEO對環境的承諾愈高，廠商實踐其環境承諾的程度愈高。 

三、國際環境規範與廠商行為 

地主國的政策會影響 MNEs 的行為，而主要的影響來自於兩者間互動的效果，MNEs 與

地主國政府的互動效果，則決定於 MNEs對於其所有的 FSA的擴散程度（擴散程度小，代表

該MNEs的 FSA只在母國發展），以及地主國政府對於 FDI綜效之高低(包含 inward與 out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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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而不同的互動效果對應到不一樣的廠商與政府作為(Rugman and Verbeke, 1998a)。以環

境規範來說，由於國家間的規範不同，因此對於歐盟、美國與日本三大經濟體以外的 MNEs

而言，尤其要注意的是國際環境政策(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的影響(Rugman and 

Verbeke, 1998c)。面對國家環境規範的壓力，廠商會採取不同的順從策略，一旦沒有經濟利益

時，甚至會採取不順從策略(Rugman and Verbeke, 1998c)。並且，廠商在同時面對地主國與國

際環境規範的壓力時，也會因為兩者壓力的強弱有別，而發展出以特定國家為基礎

(country-based)的能力，或是以國際為基礎的能力，甚至是兩者兼具的能力(Rugman and 

Verbeke, 1998c)。 

實證，研究發現，廠商投資在發展綠色核心競爭力，有助於廠商的綠色創新與提昇其綠

色形象(Chen, 2008) ，而廠商的「環境績效」，則可以進一步強化其「競爭優勢」（高明瑞、

劉常勇、黃義俊、張乃仁，2010）。Moen and Jørgensen(2010)利用個案研究的方式，發現廠商

愈來愈難利用外包(outsourcing)的方式降低成本。因為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通，通常與低環境績

效高度相關，但是這些地區與國家都已經開始重視其環境意識與規範。 

綜言之，下列議題有待進一步探索：廠商如何因應國家和國際環境規範？廠商因應國家

與國際環境規範時，發展出何種競爭優勢或能力？本研究希望透過個案方式回答此二議題。 

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同時以量化與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首先，希望透過實證的方式，驗證體制因

素與的 FDI 間之關係。其次，當了解重要的體制影響因素後，先檢測廠商在面對國家的體制

規範時，是否會順從規範的壓力，落實其環境承諾。最後，則是了解廠商面對國家與國際的

環境規範時，採取何種因應之道？並據此產生何種競爭優勢？以下敘述本研究針對不同研究

問題所採取的兩個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一研究設計一研究設計一研究設計一：：：：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 FDI 流入流入流入流入？？？？ 

本研究之樣本來源本研究之樣本來源本研究之樣本來源本研究之樣本來源 

本研究將使用 2006-2010年之 WEF之全球競爭力指數年報、2006和 2008耶魯環境法律與政

策中心之環境績效指數年報（ESI），以及 2006-2010年世界銀行之 FDI 統計資料。本研究將

使用之資料包含國家、全球競爭力指數、ESI及流入一國之 FDI，表一為樣本資料範例。 

採用之衡量變數採用之衡量變數採用之衡量變數採用之衡量變數 



 

8 

 

依變數依變數依變數依變數：：：：地主國的 FDI (inward FDI flow) 

世界銀行的 FDI 定義：擁有 10%以上的控制股權。 統計國際收支平衡表(BoP)中股權資

本（equity capital）、盈餘轉增資（reinvestment of earnings）、其他長期資本（other long-term capital）

及短期資本（short-term capital）之和  

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 

WEF全球競爭力年報中的 12項指標，整理於表一。 

表一：WEF全球競爭力年報之 12項次指標 

指標 操作性定義 

機構（Institutions） 

投資者保護強度：綜合性指數 1-10（愈高愈好）。揭露

指數-交易透明度、內線交易的規範程度（director 
liability, liability for self-dealing）、股東控告的容易程度

（股東控告公司及董監事誤導的容易度）三者指標的

總和。 

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可售座位公里：指可售座位數與飛行距離數之乘積，

其公式如下：可售座位公里＝可售座位×飛行距離；  

每百人固網電話線數；每百人行動電話擁有數 

總體經濟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財政預算平衡：財政預算平衡占 GDP之比；國家儲蓄

率：國家儲蓄占名目 GDP之比；通貨膨脹率；利差：

短期借款利率與存款利率之利差平均；政府負債：政

府負債占 GDP之比；國家信用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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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初等教育

（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 

瘧疾發生率：每十萬人瘧疾發生率；結核病發生率：

每十萬人結核病發生率；HIV 流行率：15-49歲成人的

HIV 發生率；嬰兒死亡率：0─12月嬰兒每千人存活

率；預期壽命；初等教育淨入學率 

高等教育與訓練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中等教育淨入學率；高等教育淨入學率 

商品市場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  

總稅率：利潤稅（%利潤）、勞工稅與貢獻（%利潤），

以及其他稅率（%利潤）的加總；新設公司所需的程

序數目；新設公司所需的時間；貿易關稅的平均； 

勞動市場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  

雇用僵固性（0-100）（愈高愈不好）：雇用困難度、勞

動時間僵固性，以及解雇僵固性三者的平均；閒置成

本（Redundancy costs）：閒置成本占周薪之比；女性勞

動參與率 

金融市場發展

(Redundancy costs)  
法定權利指數：衡量擔保跟破產法律對借方與貸方權

利保護的程度 

科技準備度

(Technological 
readiness)  

網路使用者數：每百人網路使用者比率；寬頻網路擁

有率（每百人）；網路頻寬：每萬人國際網路頻寬（Mb/s）
比； 

市場規模(Market 
size)  

本國市場規模指數：國內商品生產加進口商品與服務

之值，減去出口商品與服務之值，標準化為 1-7尺度

（愈大愈好）；國外市場規模指數：商品與服務出口

（PPP估計值）取自然對數後，標準化為 1-7尺度；

GDP (PPP)；進口值占 Gross GDP之比；出口值占 Gross 
GDP之比； 

商業複雜性(Business 
sophistication)  

問卷方式（1-7尺度）：國內有多少供應商、國內供應

商的品質如何、國內群聚(cluster)有多流行且發展良

好、國內廠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為何（1-低成本

或自然資源；7-獨特產品或製程）；國內出口廠商在價



 

10 

 

值鏈中垂直整合程度為何、國內廠商控制國際通路或

市場的程度、國內生產製程的複雜程度（1-勞力密集；

7-世界上最好且最有效率的技術程序）、國內廠商使用

複雜行銷工具與技術的程度、衡量國內廠商對部屬授

權的程度 

創新(Innovation)  每萬人專利數、問卷方式（1-7尺度）：創新能量─國

內廠商如何取得技術（1-從國外廠商取得授權或模

仿；7-自行研發）；科學研究機構的品質─衡量國內研

發機構的品質；廠商研發投入─國內廠商對研發投入

的程度；大學與廠商進行研發產業合作的程度；政府

對先進技術產品的採購─政府採購先進研發產品以孕

育技術創新的程度；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可得性； 

ESI環境績效指數：國家別環境績效綜合指數，整理於表二。 

表二：ESI環境績效指數 

指標 分類 操作性定義 

環境健康

（50%） 

疾病的環境負擔  

(Environmental burden of 
disease)(25%)  

失能調整存活人年（每千人）：

指一個人因早夭或失能，所造成

的生命損失年數；相當於生命損

失人年數加上失能損失人年 

空氣污染  

（對人體）(12.5%)  

室內空氣污染（6.3%）：  

使用固態燃料人口比；  

室外空氣污染（6.3%）：  

空氣品質中懸浮顆粒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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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人類用水）(12.5%)  

用水的獲得（Access to water）
（6.3%）； 

公共衛生的獲得（Access to 
sanitation）（6.3%） 

生態系統的活

力（50%） 

空氣污染  

（對生態系統）(4.2%)  

每平方公里硫化物排放量

(2.1%)；每平方公里氧化氮排放量

(0.7%)；非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

量(0.7%)；生態系統的臭氧層

（Ecosystem ozone）(0.7%)  

水  

（對生態系統）(4.2%)  

水質指數(2.1%)；水壓力指標

（Water stress index）(1%)；水貧

乏指數（Water scarcity index）
(1%)  

生物多樣性與棲息地(4.2%)  生物群落保護(2.1%)；海洋保護

(2.1%)；關鍵棲息地保護(1%)  

山林管理(4.2%)  成長存量變化(2.1%)；山林覆蓋變

化(2.1%)  

漁場管理(4.2%)  海洋營養指數（Marine trophic 
index）(2.1%)；拖網漁船密度

(2.1%)  

農業管理(4.2%)  農業用水密度(0.8%)；農業補貼

(1.3%)；殺蟲劑規範(2.1%)  

氣候變遷(25%) 溫室氣體排放（per capita）
(12.5%)；每度電力產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6.3%)；工業溫室氣體排

放密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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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二研究設計二研究設計二研究設計二：：：：廠商如何因應廠商如何因應廠商如何因應廠商如何因應國家與國家與國家與國家與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當當當當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

產生產生產生產生何種何種何種何種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競爭優勢(FSA)？？？？  

本研究為一探索性研究，研究架構見圖一。 

 

 

 

圖一   研究架構 

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取個案訪談的探索性研究方式，以深入瞭解台灣廠商

回應國際環境規範的策略，以及所發展出的特殊能力或優勢。Eisenhardt(1989)認為個案研究

法注重研究單一背景下的動態狀態，也特別適用於新研究主題的領域。Eisenhardt並訂定個案

研究法的八步驟：(1)定義研究問題,(2)選擇個案,(3)蒐集資料,(4)進入研究場域,(5)分析單一個

案資料,(6)找尋跨個案的模式(相似或相異處),(7)形成假說,(8)與文獻對話。Eisenhardt認為個案

研究法由多重資料庫的連結、比較、歸納而來，這些資料的來源都與實務結合，從中推論出

的假說與理論也較具有可行性。但由於這些資料可能太過複雜，所推論出的理論可能具有不

夠淺顯易懂的缺點。  

Yin(1994)認為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務性的調查方式，當所研究的現象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界

線並不明確時，透過多種來源的證據，對該現狀加以調查。Yin(1994)認為個案研究必須把握

三大原則：  

1.  利用多重的證據來源  

2.  建置個案研究的資料庫  

3.  保持證據的關連性。 

結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個案研究適用於對某一主題尚未系統性瞭解時的探索性研究，為

了確保假說與命題的完整性，個案資料應該從多重來源獲得，最後提出命題或假說以供後續

不同環境

規範來源 
廠商的因

應之道 
廠商能力/競爭

優勢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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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考。由於對本研究主題現有的本土研究有限，個案研究應能達到獲得洞見(insight)的目

的。此外，研究者本人在個案研究方面也有經驗(例如：于卓民 ＆ 廖采如, 2005; 李貴惠、

于卓民 & 司徒達賢，2007)。 

 

個案選擇的方式與原則個案選擇的方式與原則個案選擇的方式與原則個案選擇的方式與原則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為找出台灣廠商回應國際環境規範的策略，以及發展出何種能力

或競爭優勢，最後發展命題並給予建議。由於台灣廠商主要的對外投資國家或區域為中國、

東南亞、歐盟與美國等地，因此本研究的個案，預計訪談回應國際環境規範的台灣廠商至少

三家，且為不同的投資國家或區域。 本研究預計的個案研究對象之產業別差異甚大，符合

Eisenhardt（1989）中所述的個案選取的原則應具有差異性。國內研究者進行產業別差異大的

個案研究時，也曾採取相同之做法（劉子歆，洪世章 & 朱詣尹，2003）。 

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 

個案研究必須盡可能的找尋多種資料來源，以期研究結果的完善，因此本研究採取兩種

資料搜集方式： 

一、以重要報章雜誌電子資料、圖書資料搜集次級資料 

國際環境規範（如歐盟環保法規）可透過次級資料來源蒐集。另將在報章雜誌的報導中，

尋找有關個案公司回應國際環境規範之策略的資訊(如個案公司在面臨歐盟 Rohs要求時，所

採取的因應方式)。 

二、以深度訪談蒐集初級資料 

本研究將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包括廠商的高階經理人員，同一家廠商至少訪問兩位主管。 

肆肆肆肆、、、、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哪些體制環境因素影響國家持續吸引 FDI 流入流入流入流入？？？？ 

本研究蒐集 98 個國家，連三年(2006、2008與 2010)的環境績效指數(ESI)，再從世界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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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資料庫收集該國後一年的 FDI (inward FDI flow)指標。最後，國家競爭力指標以 WEF全球

競爭力年報中的 12項指標為主要變數。以迴歸分析處理後(spss 17版)，得出下列主要的研究

發現。 

首先，一個國家的基本需求(basic requirement)與創新，對於該國的環境績效具有正向的

影響。其中，該國家的基礎建設、總體經濟與國民健康及教育程度愈高，則該國的環境績效

指數愈高。進一步剖析可以發現，該國的基礎建設愈好，亦即該國居民使用對環境有利的交

通工具(如：商務飛機)，或是使用比較有經濟效率的溝通方式，例如：行動電話，皆會有利

於該國環境績效指標的提高。其次，國家如果財政負擔愈大，對於該國的環境績效具有正向

的影響。推論可知，國家如果投資在有利該環境績效的投資上，雖然造成國家的財政負擔上

升，但是，有助於提高該國的環境績效。亦即國家在投資公共建設之時，將該國的環境影響

因素考慮進去，會有助於提高該國的環境績效。再者，一國居民的壽命愈長，且教育程度愈

高，有助於提高該國的環境績效指數。代表當國民對於綠色環境的重視程度提高時，將有助

於提高該國的環境績效。最後，國家的創新程度愈高，有助於該國的環境績效正向提高。亦

即該國家的政府與廠商重視研發時，其技術能力的提昇，透過生產方式的改良，有助於改善

該國的環境績效。 

其次，當國家的環境績效提高時，對於該國的外人直接投資淨流入，也會有正向的影響。

然而，進一步剖析可以發現，一國的環境績效指標(EPI)是由環境健康(EHS)與生態系統的活

力(ECO)兩者所組成，惟兩者對於外人直接投資淨流入的影響並不相同。其中，一國的環境

健康指數愈高，有助於該國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亦即當國家重視與居民相關的空氣、水與土

壤污染的控制時，對於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有正向的助益。然而，當國家並不重視對於該國整

體環境系統的空氣、水、土壤與山林保育時，反而有助於吸引外人對該國的直接投資。這樣

的數據顯示，國家對於環境保育的重視，首先從與國民直接相關的環境污染控制著手，當一

國的居民的健康與教育程度提高後，對於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有正向的幫助。其次，當國家對

於整體環境生態系統的重視程度較低時，對於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有幫助，可能原因有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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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主要的外人直接投資行為，大部分是將技術層次較低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進行

生產，而技術層次較低的生產方式對於環境的影響較大，無法在整體環境生態系統要求既高

的國家進行生產。其二，外人直接投資是進入該國對於整理環境生態系統要求較低的產業，

因此，產業對於環境生態系統的要求較低，將有助於該國爭取外人直接投資。 

小結：本研究發現當一國開始重視其國家的環境管理時，必須先從改善該國基礎建設著

手，透過提高該國交通工具的使用效率，以及採用低污染的交通載具等方式，可以同時兼顧

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的流入，且提高該國對於國家環境管理的績效。其次，可以從提高該國國

民的健康與教育程度開始。據此可以有效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的持續流入，同時，兼顧該國對

於國家環境管理的需求。根據上述發現，本研究的假說一，不成立。 

二、廠商如何因應廠商如何因應廠商如何因應廠商如何因應國家與國家與國家與國家與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國際環境規範的要求？？？？當當當當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廠商選擇採取順從規範的策略時，，，，產產產產

生生生生何種何種何種何種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競爭優勢(FSA)？？？？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設計，希望透過個案訪談的方式，了解台灣廠商如何去因應國家與

或國際環境規範？並且廠商在因應規範時產生何種競爭優勢(FSA)。本研究共訪談了五家廠商，

共五位受訪對象。其中四家廠商為資訊電子產業，一家為傳統產業。根據訪談結果，本研究

歸納出下列幾項研究發現： 

其一，台灣廠商受到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對於國家與國際的環保規範，採取順從的策略。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主要的利害關係人為客戶與政府，其中客戶要求的影響力最大，其次

為政府的要求。推論可知，台灣資訊電子業廠商在國際專業分工的環境下，主要多為代工廠

商，因此，對於客戶的要求高度重視。而對於政府的環保要求，則多為符合政府的法律規範

即可。相反的，就傳統產業廠商來看，公司高階主管的承諾與政府的要求兩者皆具有正向的

影響力。而高階主管對於環境績效的要求，則是最主要驅使廠商進行環境管理的動力。 

其二，高階主管的承諾對部分資訊電子業廠商採行環境管理的行為，具有正向影響力。 

個案廠商中，有部分廠商是因為高階主管的要求，因此，比產業中的同業更早重視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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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環境管理策略。並且，環境管理策略推動有成後，其產品因緣際會受到國際大廠的青睞，

成為國際大廠的主要供應商。顯示資訊電子產業廠商如能提高其對環境管理的重視程度，可

能有助於該廠商接到國際客戶訂單。 

其三，國際環境管理認證已成為台灣資訊電子產業的進入門檻 

全數的資訊電子產業廠商受訪對象，皆表示取得國際環境管理認證有助於爭取國際客戶

的訂單之外，主要的國際環境管理認證，例如 ISO14000系列與 ROHS等，已經成為產業中

必要的條件。沒有這些認證，國際客戶就會將該廠商從供應商名單中惕除。因此，廠商需要

針對其上游供應商，發展出一套管理的篩選機制。而廠商本身的生產製程的轉換，也需要廠

商投入資源才能順利進行，因為生產配方改變，為了使產品達到既有的效能臂續進行額外的

投資。所以，廠商可能會因供應商篩選機制不完備，而產生額外的監督成本。此外，廠商本

身的製程轉換能力，也會影響產品的良率與客戶對廠商的信賴程度。 

其四，國際大廠的認證有助於廠商開拓市場 

部分受訪對象表示，成為主要國際大廠的供應商，或是取得該國際大廠的環境管理認證

資格，對於該廠商開拓其他市場有很大的幫助。主要的原因在於，國際大廠的環境管理認證，

皆比目前政府的環境管理認證嚴格，例如：歐盟的 ROHS僅規範禁用六項化學物質，但某國

際大廠禁用的清單，即有 38項化學物質不能使用。因此，廠商一旦取得主要國際大廠的環境

管理認證資格，即可以順利通過國家對於環境管理的規範要求，且有助於該廠商爭取其他客

戶的訂單。 

小結： 

透過個案訪談的方式，本研究發現假說二、三與四皆成立。首先，台灣廠商採取「順從」

國際環境規範的策略。因為在回應利害關係人的壓力時，首重的利害關係人依序為：客戶、

政府，以及社區團體的壓力。客戶將不配合廠商從供應商名單惕除的壓力，使得大部分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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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順從」的策略。而廠商配合環境規範而採行的策略作為有：1.投資於取得國際環境管

理相關認證與設備；2.主動配合國際大廠自推的環境管理認證；3.高階主管主動承諾推行環境

管理政策，且積極取得較多元的國際環境管理相關認證。其次，廠商在推行國際環境管理活

動時，成為特定國際大廠的環境管理認證夥伴，是廠商爭取其他市場的訂單與認同的競爭優

勢之一。因為，主要的國際環境管理規範已成為產業的進入門檻。而成為特定國際大廠的環

境管理認證夥伴，是廠商差異化的來源，主因為特定國際大廠的環境管理規範要求比較高。

其次，廠商會發展出一套自有的供應商篩選機制，以及生產製程轉換的程序。廠商間會因供

應商篩選機制的完備程度，以及生產製程轉換能力的高低，導致廠商因應國際環境規範能力

不同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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