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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目的，本章文獻探討將分為三個方向。一開始在第一節先介紹基本的併

購相關議題，其次整理台灣與併購相關文獻的探討，最後則是國內外到大陸投資

的相關文獻整理。 

第一節  併購相關的基本觀念 

壹、併購的定義 

併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 M&A）依照台灣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發佈的《企

業併購法》之定義，包含公司之合併（merger）、收購（acquisition）及分割。而

一般廣義的併購則單指合併或收購而言，狹義的定義是指收購「且」合併，但就

法律上的解釋，收購與合併兩者意義並不相同。 

合併依《企業併購法》之規定，是指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

承受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

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

金或其他財產做為對價之行為；簡單說就是兩家公司或兩家以上公司在法律上合

而為一。 

而收購則是指公司依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

其他財產做為對價之行為，即以現金或其他方式購買一家公司的股權或資產。此

外，若不考慮收購以後是否合併，而僅指經營權或控制權的取得，則稱為接收

（take over）。其中合併與收購兩者之間的比較如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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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併購的種類 

併購牽涉的面向非常多元，因此依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如法律狀態、出資方式、

是否利用目標公司自身資產支付現金對價、資產移轉方式、是否取得目標公司合

作、是否通過中介機構進行、是否受到法律強制規範、是否公開向目標公司全體

股東提出等等（王擎、謝濤、歐兵、石中學編，1998），可以分出多種併購的種

類。 

圖 2-1  合併與收購之比較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偉峰(2002) 

吸收合併： 

舊 A公司或B公司 合併 

收購 A公司 

A公司 

B公司 

一家公司 

B公司 

買 A公司之K東西 

賣 A公司之K東西 

新設合併：

新設公司C 

K東西 

股權收購：股份 

營業收購：特定營業 

財產收購：特定財產 

資產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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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法理狀態分類 

伍忠賢(1998)、胡文忠(1997)、黃偉峰(2002)將併購依法律上的規定再細分，主

要可以分為吸收合併（merger）、設立合併（consolidation）、資產收購（purchase 

of assets）及股權收購（purchase of stocks）四種。 

合併分為設立合併與吸收合併，其間的差距只在於合併後為一新公司或參與合併

的其中一家公司存續，其餘公司法人全部消滅而定。而收購分為資產收購（含營

業收購、財產收購）、股權收購，之間的差異則是在於收購的標的不同。 

資產收購中所收購的資產有多種型態，視雙方的經營目標與共識而定，其所購買

之標的物則可以是營業業務或某項財產，而收購資產的對價包括實物、有價證

券、債務免除、勞務提供等等。其中，股權收購是指買方直接或間接收購賣方或

全部的股票後，目標公司便成為買方一部份或全部轉投資的事業單位。由於買方

依持股比例一併概括承受賣方的所有權利與義務，包括現有與或有負債，因此雙

方在併購後都繼續存在且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從權利性質的角度，部分資產被

併購為物權的轉移，部分被併購的股權則視為股權的轉移。 

表2-1 以法律狀態分類併購的五種類型 

收購 合併 

資產收購 

 

營業收購 財產收購 
股權收購 吸收合併 設立合併 

特色 B購買 A的部

分業務 

B購買 A的部

分或全部財

產 

透過 B股東協

議 出 讓 持

股，或在公開

市場收購股

權 

A、B合併後，

A或 B兩者之

一存續 

A、B合併，另

成立新公司

C，A、B皆消

滅。 

資料來源：整理自伍忠賢(1998)、黃偉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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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收購標的與收購對價分類 

葉秋英、吳志光(2003)以台灣民國91年 2月新公佈的《企業併購法》規定的收

購，依照收購標的與收購對價分為六種類型，參見表2-2。 

表2-2  台灣企業併購法下的收購分類 

收購標的 

收購對價 
股份 營業或資產 

股份 以股換股 以股換營業或財產 

現金 以現金購股 以現金收購營業或財產 

其他資產 以其他資產換股 以其他財產或營業換財產 

資料來源：葉秋英、吳志光，論企業併購法下收購類型之適用，月旦法學，2003.3，p.231 

三、依出資方式方類 

而除了依照法律意義加以區分之外，史建三、尚浩東(2000)、王萃強(2002)又依

照併購的出資方式分為六種，分別為： 

1. 資金購買型，又包括控股式併購（即公司通過購買企業的股權，達到控股，

對被併購方擁有控制權和經營管理權）和購買式併購（即購買企業資產的方

式，可採取一次性購買和分期購買方式進行，以取得對被併購企業的資產的

全部經營權與所有權）。此即表2-2中的以現金購股、以現金收購營業或財產

型。 

2. 資產股份置換併購型，即公司將優質資產置換到被併購公司中，同時把被併

購公司原有的不良資產剝離，依據資產置換雙方的資產評估值進行等額置

換，以達到對被併購公司的控制權與經營管理權。即表 2-2的以其他財產或

營業換財產型。 

3. 以股換資型，即被併購企業的所有者以其淨資產、商譽、經營狀況及發展前

景為依據綜合考慮其折股比例，做為股金投入，從而成為集團公司股東的方

式。即表2-2中的以股換營業或財產型。 



 12 

4. 債權債務承擔型，即在資產與債務等價的情況下，公司以承擔被併購公司債

務為條件接受其資產的方式，實現零成本併購。 

5. 槓桿併購型，採取舉債方式籌集資金併購企業。. 

6. 抵押型，即以抵押形式轉移產權，再以購回的方式進行產權的再轉移，主要

是在資產不抵債的企業（如業績不佳的風險企業）與做為其最大債權人公司

之間進行。 

參、 併購的程序 

Haspeslagh and Jemison(1991)提出公司之所以會從事併購是為了增加公司的價

值，而只有透過小心管理整個併購過程以及併購整合的所有環節才能達到成功的

併購，因此併購程序的策略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根據研究，策略制訂與整合的過

程對於併購的動機、理由、整合方式及併購結果有重大的影響，併購過程如何影

響併購結果的關係圖為下圖2-2。Haspeslagh and Jemison認為併購並不只是產能

的轉移，同時也保留了被併購公司現存的產能與文化，因此可以依照兩個變數來

區分出四種併購方式，如表2-3所示，而在併購前要先知道可以採何種併購方式

後才能決定要如何管理併購整合的過程。雖然他們並沒有提出具體併購程序，但

藉由探討每個國外併購案例，確定藉由併購策略的管理，可以確保併購的策略目

標與公司的目標一致。 

 

制訂策略過程的阻礙 整合過程的阻礙 

併購意圖 併購整合 併購動機 併購結果 

圖 2-2  併購過程影響併購結果 

資料來源：Haspeslagh and Jemison(1991),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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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Haspeslagh and Jemison併購方式的選擇 
併購與被併購方之間期望的策略依存度  

低 高 

低 
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 

吸收合併  

(absorption acquisition) 
被併購公司

維持自治的

需要程度 高 
保留併購  

(preservation acquisition) 

共生併購  

(symbiotic acquisition) 

資料來源：Haspeslagh and Jemison（1991） 

在併購決策流程方面，各家學者依照劃分的細緻程度不同，可能會有些微的差

異，但整體來說其流程依照管理程序可以概分為三大階段：規劃階段、執行階段

和併購後管理階段，整理如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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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購併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管理程序 
企業目標與對應的需求 

評估各種可行方式，確定

由併購可以達成 

考量因素： 

1. 進行併購的動機 

2. 進行併購的時間 

3. 如何選擇併購對象 

4. 進行併購的風險 

5. 併購顧問的選擇 

併購的初步決策： 

檢視企業目標、SWOT分

析 

l 購併過程的風險管理 

l 審查評鑑 

l 經營管理可行性分析 

l 公司價值評估 

l 購併的財務規劃 

l 購併的租稅規劃 

談判 

交易簽約與履約 

l 從內部觀點評估併購後公司 

l 整合規劃：過渡期組織管理、過

渡期人力資源管理 

l 購併後的經營管理 

規
劃
階
段 

執
行
階
段 

併
購
後
管
理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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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併購的動機 

併購動機的相關研究非常多，不同的學派對於併購動機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本

節只就國內相關文獻部分加以整理。 

胡文宗(1997)將國外關於併購動機的文獻加以整理，分別從幾個面向來探討。從

資本市場學派的角度來看，上市公司併購數量的增減會受到總體經濟條件，如利

率水準、通貨膨脹、股市交易狀況等等因素的影響。從策略的角度來看，公司併

購是為了獲得成長利基以實現綜效。從管理動機來看，可以用代理理論與傲慢理

論來解釋。最後是從法律與稅務的角度來看，法律的放寬與租稅的優惠都會影響

併購的件數增加。 

伍忠賢(1998)從併購動機的理論角度來看，可以歸類出為效率、傲慢、代理理論

三大類。效率理論認為企業從事併購的理由有二，一是「利潤增加」，一是「風

險降低」，透過併購提升整體營運、財務、管理效率，並創造綜效利益。傲慢假

說是指管理階層進行併購純粹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認為併購後的被併購方一定

能夠起死回生，但結局通常都不佳。而代理理論較常出現在經營者比例低於 50

％的上市公司，經營者透過併購剝削債權人與外部股東，但是透過併購可以降低

代理成本，利用收購股票取得控制權。 

王擎、謝濤、歐兵、石中學(1998)從開發中國家的角度分析政府推動併購的好處，

包括利用併購可以衝擊中國原來社會主義經濟下國有企業與產權交易的觀念，有

助於迅速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效益，增強資本擴張的能力，降低企業對新市場的

進入成本，此外對於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幫助，對於正處於經濟轉型時

期的中國企業來說，帶來了融資的新觀念。而併購動機理論包括效率理論、代理

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價值低估理論、市場勢力論。 

黃偉峰(2002)整理併購實務上的案例，得出企業進行併購的動機有八項：整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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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資源、整合垂直資源、多角化經營、取得新市場、取得經營事業的權利或能力

（用最少成本、最低風險、最有效率的方法投入特定事業並求取成功）、著重特

定事業（重組企業資源、提升經營效益）、移轉事業經營權或所有權（以最少成

本、最小風險、最大利益的方法捨棄企業資源），其他動機還包括強化資本結構、

取得合作伙伴等等。 

王巍(2003)探討台商在大陸進行併購與上市的成本效益。根據他的看法，台商採

取買殼上市較IPO更為有利，其比較如表2-4。 

表2-4  大陸併購上市與IPO之比較 

 併購上市 IPO 

實施週期 不必經過漫長的審批、登記、

公開發行手續 

審批程序複查、週期長、易誤

發展時機 

政府監管 不必直接將集團公司置於直

接監管之下 

監管嚴格，需充分公開披露公

司各種信息 

融資功能 重組完成經批准一年後可配

股或增發，也可少於一年 

須前次資金募足，使用效果良

好且間隔一年以上 

資料來源：王巍(2003) 

另外他還提出買殼上市的好處在於融資通道的取得、品牌效應、公司價值提升（因

為大陸證券市場的供不應求，本益比高於國際市場，利用買殼能夠取得資本溢

價）、加速地方化、免歷史業績公開。併購上市的成本則包括控股權代價（控股

權的取得必須經過一連串的價格約定與談判過程）、注入資產（為保持上市公司

運行必須注入自身資產）、上市公司保持業績（為達到增發或配股的資格需要進

一步投資）、公開揭露。結合併購相關的文獻，本研究整理如下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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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併購的動機 

效率理論：透過併購提升整體營運、財務、管理效率，並創造綜效利益 

傲慢理論：管理階層進行併購純粹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代理理論與管理者主義：併購可降低代理成本、監督管理者的行為 

交易成本理論：併購可降低交易成本 

價值低估理論：因為目標公司的價值被低估，因此促使併購活動增加 

理 
 

論 

市場勢力論：併購是為了減少競爭對手，提高自己的市場佔有率 

資本市場流動狀況：低實質利率使併購活動增加 

總體環境改變：加入 WTO強迫市場的開放 

股市交易狀況：股市不景氣提供收購者具吸引力的價格條件 

金融商品創新：公司籌資不一定要經過銀行，公司容易獲得資金進行併購 

投機與獲利：其他可行投資機會吸引低時，鼓勵併購活動 

經 

濟 

狀 

況 

法律與稅務：併購法律的頒佈、監管態度的鬆綁使併購件數增加 

整合水平資源：針對特定產品，達成提高市場佔有率，消滅競爭對手或擴大版圖等 

整合垂直資源：針對特定產品，確保原料、產能、訂單等上下游業務經營能力整合 

新市場進入：進行區域或全球市場佈局、新行業、地理區域的拓展  

經營權或所有權移轉：購入或併入優質公司提升綜效，或分割不良資產 

多角化經營：投入新事業、引進新產品，透過多角化事業的發展協助企業轉型 

景氣循環：合併活動高峰領先景氣循環 

公 
 

司 
 

策 
 

略 

反收購：面臨敵意收購以自行收購或反收購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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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內與併購相關論文整理 

國內關於併購的相關研究並不多，多以台灣上市公司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範圍

主要可以分為併購宣告的影響、併購後的績效評估或影響、成功併購的關鍵因素

等幾個大方向，對於併購動機、併購程序之間的種種相關議題，如併購方式的選

擇、併購價格的計算、借殼上市，以及跨國併購等等議題仍然著墨甚少。 

一 、併購動機的研究 

張人方（1989）藉由對國內企業進行海外併購意願態度調查分析瞭解台灣企業對

跨國併購的態度，並藉由個案研究瞭解企業進行海外併購時的決策程序與功能分

派。結果發現企業進行海外併購與企業特性有關。而國外資訊閉塞與國內銀行保

守心態為企業所認為進行海外併購的最大障礙。 

卞鐘石（2001）嘗試由不同國家、不同時段、不同產業的整合過程，來釐清產業

整合的真正動力。結果顯示，所謂的國情與文化因素，並不構成產業是否能夠順

利經由合併與合理化以達成穩定寡佔的主要原因，最關鍵的因素在於產業中一般

企業的控制權結構為何。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產能過剩的產業往往會造成價格

競爭以淘汰無效率的業者，因此為了避免價格競爭的發生，業者有時候會採取其

他手段來保護自己。一般而言，產業集中度越高，業者越得以享有壟斷利益與寡

佔利益，而併購即為提高產業集中度的一項關鍵活動。研究發現，併購發生的關

鍵因素為併購溢價，而賣方公司的企業控制權結構則決定他所要求的併購溢價。

而各種控制權結構中，以家族企業對溢價要求最高，其次為法人經營的控制權結

構，最後為專業經理人所經營的控制權結構。 

黃仁正（2002）研究台灣上市公司併購動機與併購後績效之關係，並將績效分為

廣義績效（主併公司整體之經營績效）與狹義績效（衡量主併公司併購動機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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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績效指標表現）來加以探討。研究結果顯示主併公司併購後短期無法顯現併

購利益，因此必須將併購動機納入績效衡量之中，以狹義績效來解釋主併公司併

購後是否提高。 

二、併購宣告的影響 

譚玉美（2002）就東元聲寶併購案之個案研究來探討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增修前

後租稅優惠措施對企業之影響。並利用事件研究法來探討併購、撤銷併購及策略

聯盟等事件宣告對股東財富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租稅因素絕非企業從事併購

決策之最主要誘因，但租稅政策卻可能影響企業是否可有效率且經濟的進行併購

行為。且透過事件研究法可知東元及聲寶之併購宣告對股價有顯著的負面效果，

而非併購行為（撤銷併購及策略聯盟）宣告事件則是有正面的效果。 

林任達（2002）研究台灣高科技及非高科技企業跨國宣告對股票報酬與財務績效

之影響。結果顯示台灣跨國企業併購宣告可使主併公司獲取顯著且正向的累積異

常報酬。且非高科技產業之財務槓桿愈高（以負債比率衡量），其股票價值於併

購宣告產生顯著且正向的累積異常報酬越明顯。總資產報酬率對高科技產業與非

高科技產業之財務績效的貢獻有正面效果。擁有高成長的市價帳面值比之企業將

可產生顯著成長的財務績效。 

三、併購後的評估 

謝佩霓（2002）探討台灣企業的合併活動是否真的產生綜效以及其重要的影響因

素。結果發現，台灣企業的合併活動並不能產生綜效、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之相

對規模確實會對財務指標中的資產報酬率有影響（目標公司之帳面資產額愈大會

使合併後的主併公司資產報酬率提高）、主併公司為借殼公司對資產報酬率產生

顯著負影響、景氣因素對資產報酬率產生正面影響、傳統產業合併後會獲得改善。 



 20 

陳慶源（2001）進行文獻探討與案例訪談後得出成功的併購的關鍵因素在於雄厚

的 1.企業形象與財力；2.洞察未來掌握先機，專注於併購對象的未來；3.經營

者獨特的管理模式、企業文化與經營團隊；4.重視人才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留

住被併企業的員工；5.成功整合企業文化；6.明確的企業願景。 

第二節  國內外有關投資大陸的文獻探討 

壹、國外近期對大陸投資的看法 

Teresa Ko(2002)在大陸公佈施行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之後，發表了對此法的看

法，她認為這項法規的頒佈，並沒有為外資控股大陸國有上市公司立下遵循的標

準，以及可以讓市場自由運作的機制；大陸對於外資進入特定產業的限制依然存

在，外資進入中國依舊要獲得許多有關當局的核准。Ko 認為此項法規是顯示了

大陸對併購確有在做努力調整的動作，但她認為未來應該注重的是在金融市場和

證券市場方面作更進一步的開放與規劃，以及讓外資能夠看到市場開放的藍圖。 

Shu-Ching Jean (2002)認為大陸開放讓外資收購上市公司，只要大陸不允許自由

換匯制度存在，則根本無法吸引外資積極收購上市公司。 

Davies and Ma(2002)列舉出在大陸收購國有上市企業的可行辦法，包括利用合資

公司收購、收購上市公司母公司、利用外資在大陸子公司直接收購、利用海外公

司收購等方法，並舉出每種方法的優缺點，作者認為併購交易在中國仍在剛剛開

始的嬰兒階段，在目標公司和法律環境各方面仍未臻成熟，期待未來能有更詳盡

的法律規劃與架構呈現，以及市場私有制度的早日開放。 

DeWoskin (2003)認為大陸在進行市場開放與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先解決五

大問題。一是必須放棄計畫經濟制度，開放市場自由，減少對商業的規範；其次

是中國經濟正在快速成長的時期，但許多規劃與執行單位都還在建立之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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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解決在此過程中的必須面臨的調整速度問題；三、中國是由層層官僚體系所

控制的國家，會使得市場開放的速度減緩；四是國有企業問題；最後是大陸政府

對資訊自由不願鬆綁和智慧財產權問題，使得大陸在高科技產業的進展功虧一

簣。 

貳、國內對投資大陸的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投資大陸之相關研究都以台商為對象，研究範圍主要可以分為大陸投資

環境、進入策略或模式的選擇與進入後的投資成果三大類。 

一、大陸投資環境 

林賢光（2002）以台灣高科技企業為例，利用個案研究方式對大陸地區的投資環

境與風險進行深入整理分析，結果發現台商高科技企業在大陸進行投資活動所遭

遇的七大困境包括：人力資源問題、貨款回收不易、貨物通關時間冗長、法規體

系的龐雜與變更頻繁、智慧財產權欠缺保護、非法走私嚴重、市場分散行銷不易

等。 

裴俊凱（2002）探討大陸所提供的租稅優惠是否為吸引台商到中國大陸的最主要

因素，結果發現大陸對我資金確有吸引力，且會造成外資投入台灣的排擠效果，

且因大陸對台商之優惠措施完全比照外商辦理，因此台商至少能獲得與外商同等

之優惠，因此台灣當局應該進一步採取可與大陸一較長短的租稅優惠措施，方能

讓台商願意根留台灣。 

張惠面（2002）比較台灣證券市場與大陸證券市場現況以及股權結構上的差異，

並探討其可能衍生的問題。實證結果發現，大陸證券市場流通率遠低於台灣之

下，本益比高於台灣；大陸證券市場散戶投資比例高於台灣的情況下，周轉率高

於台灣；大陸證券市場股權集中度對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強度顯著大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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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璋（2002）以中國大陸上海與深圳兩地的A股股票市場為研究對象，利用事

件研究法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大陸證券市場在政策與事件影響下會產生異常報

酬、中國大陸市場易受政府政策影響兩項重要結論。 

蔡輝端（2001）、許金松（2002）探討大陸台商融資問題，以及「台灣借款、大

陸投資」、「債留台灣」的現象，並為政府提出儘速核准台灣銀行業建立分行或辦

事處、儘速開放律師、會計師赴大陸設據點、開放陸資登臺、建立資金回流機制

等建議。 

二、進入策略或模式的選擇 

李旭東（1993）探討台商投資大陸的策略選擇與經營問題。文中將台商的投資型

態分為三種策略：迂迴轉進策略、由外而內策略、長驅直入策略。再以個案探討

方式將其影響策略選擇的因素、進行策略的方式、及經營管理所面臨的問題加以

分析與驗證。所得結論有：台商選擇進入大陸市場大多選擇以合資合作策略為

主，穩固之後進而形成獨資策略的基礎。 

蕭易璁（1998）以法律為分析基礎，從併購的總體環境分析到程序操作，最後並

擬出併購問題決策的考量表。其中的重要結論包括：1. 以交易對價將中國大陸

的併購分為有償式跟無償式，並認為中國大陸的併購分類以產權（使用權、經營

權、所有權）做為劃分觀念最佳。2. 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在國企改革與市場改革

交相影響之下的結果。3. 以風險考量將併購模式分為前置接收階段與實際接收

階段，並將兩階段以前述對大陸併購的分類再分為使用權接收模式、經營權接收

模式及所有權接收模式，並建議企業在風險考量下以上述模式進行對大陸國有企

業的併購。4. 將台資企業在進行併購大陸國企分成八大步驟在細分成各小步

驟，將影響因素與各步驟交叉衡量，建立台資企業併購大陸國企的決策考量表。 

程永明（2002）以台灣製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提出一個較契合大陸市場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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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選擇架構，此架構就是以外在不確定風險（經營環境因素）、內部能力（能

力觀點因素）與關係哲學（人際網路間之互動關係因素）三構面為基礎的權變觀

點架構。其研究的結論如下：1. 台灣製造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投資所處的經營

環境越不複雜時，將較傾向採取高所有權控制權之進入模式來進行投資。當企業

擁有獨特的資源或能力時，亦較傾向採取高所有權控制的模式進入。2. 當企業

與其關係伙伴間的依存度越高時，採取低所有權控制之模式，較能有較高的銷售

績效。若企業能自行取得忠實的客戶，在大陸採較高所有權控制的模式，越能產

生無形的績效，如商譽。 

三、進入大陸市場後的投資成果 

陳映晴（2002）從先進者優勢理論的角度出發，以投資大陸的台商為研究對象，

探討台商的先進者優勢內涵。實證結果發現，海外投資先發者之優勢包括成本優

勢、差異化優勢、政治中間財與產業網絡位置優勢，並發現政治中間財優勢會受

到投資地區及產業特性的影響，而有強弱不同的表現。此外，還發現持續性的創

新與子母公司企業文化的一致性是影響海外投資先發優勢持續性高低的重要因

素。 

白明珠（2002）探討台灣上市櫃公司赴大陸投資之財務特性與財務績效。實證結

果顯示，對大陸投資少的公司在總資產周轉率、應收帳款周轉率顯著優於投資程

度高的公司，以及大陸的投資活動並未有產業別或公司規模的明顯差異。 

呂維智（2003）探討主要影響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後，外資企業獲利變動的因

素，分析大陸環境改變對獲利狀態的影響，並進一步比較在不同外資來源與不同

投資型態下，座落於不同地區與投資不同產業別其獲利變動及其決定因素有何不

同。結果顯示，投資環境變遷對外商投資確有影響，而就企業營運方面而言，結

果顯示資金當地取得與企業獲利變動呈現負相關，以及在大陸的外資企業愈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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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愈能顯現搭便車效果，企業獲利愈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