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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理論文獻回顧 

第一節  技術外溢的相關理論回顧 

本文所指的技術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主要是指技術轉移的一

種非自願的形式，顯示跨國公司在地主國設立子公司而引起當地技術

或生產力的進步，而其子公司又無獲取全部收益的情形
9
。技術外溢

是種綜合的動態過程。即有通過進口機器設備、中間品等硬體技術和

轉移；也有技術服務諮詢、技術人才培訓、組織管理技能和企業家精

神培養等軟體技術的轉移和擴散；更重要的是技術開發和創新機制的

動態教育
10
。  

技術外溢，也是指將從國外引進的生產技術中，從引進技術的企

業散佈到本產業中的其他部門、企業原料供給方以及相關產業其他部

門的過程
11
。當工業技術人員從引進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就業時，便會

有技術擴散的可能。另外，引進技術企業亦可幫助該產業的其他企業

獲得引進的國外技術；或引進企業向當地的原料供給者和合作企業提

供技術服務，以便使原材料、零件以及資產設備的當地化，皆可算是

技術外溢效果之一。現今的技術外溢已不再侷限於生產領域，不僅包

括技術知識，而且還包括像融資、營銷、管理等企業經營知識。新的

技術形態也使得技術外溢不再是一個單純在不同地區的複製過程，因

                                                 
9
程宏（2001），頁 28~30。 

10許暉（2002），頁 18。 
11何保山、顧紀瑞、嚴英龍（1996），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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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織技術的轉移是受不同地主國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影響的，技術

轉移可以是在不同層次進行的不同技術形態的轉移
12
。 

Vernon (1966) 以產品循環說明技術移轉的發生，他將產品之發展

劃分為新產品時期、產品成熟期及規格化時期
13
。在新產品時期，先

進國家會進行研發並以新產品來供應當地市場需求，此時的競爭較少

且較無價格彈性，因此先進國家的廠商便可享有超額利潤，所以此時

還不會去海外投資，等到產品被推廣開來，需求增加，廠商便會擴大

生產規模以降低生產成本，競爭者也會隨之出現，在產品同質性高的

情況下，廠商之間便會進行價格競爭，而廠商為了降低生產成本便會

去海外找尋較有利的投資生產地點，技術便隨著海外投資而轉移至國

外。  

Kodama(1986) 認為，技術外溢應該是“對理解和開發所引進技

術能力的一種移轉＂
14
。判斷技術擴散成功與否，端視在無外在幫助

下，能完全獨立的加以吸收、操縱和維修所引進的技術，並具有一定

的改進、擴散和開發所引進技術的能力。故從這個定義上來看，技術

擴散不僅僅是對生產技術的簡單獲取，而是要建構引進一方的技術能

力
15
。  

                                                 
12謝富紀、鄭紹濂(2000 )，頁 7。 
13 Vernon (1966), pp.190~207. 
14 Fumio (1986), pp.291-296  
15

李平(1999)，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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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和 Blomstrom (1992) 則將技術外溢分為趨同型技術外溢 

(convergency spillovers) 與 競爭型技術外溢 (competition spillovers)
16
。

所謂趨同型技術外溢，是指由於地主國企業的學習和模仿，使得地主

國企業的技術水準有向跨國公司靠近或是趨同的傾向。所謂競爭型技

術外溢，則是由於跨國公司的競爭，迫使地主國的公司不斷開發更高

的技術去縮小與跨國公司之間的技術差距，也迫使跨國公司不斷提高

所轉移的技術水準，以保持自己的優勢。因此地主國便可以從整體上

獲得技術的提升。
17
 

技術外溢效果的形成，最主要是知識技術具有公共財的特性，這

也是許多國家主動吸引外商公司投資的原因。學者們認為，跨國公司

的投資和生產活動會在地主國產生正面競爭效應 (pro-competitive 

effects) 、外部性 (externalities) 和技術外溢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再加上跨國公司又是技術轉移的首要代理者，也是先進技術與技能的

擁有者。因此，跨國公司的進入與存在對於地主國的技術成長有很大

的促進作用。 

 

 

 

                                                 
16 Wang and Blomstrom,（1992）, pp.137~155。 
17 程官駿（200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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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FDI 的相關理論回顧 

海外直接投資理論，基本上可分為兩類。一種是以國際貿易之比

較利益原則為主要理論依據，認為廠商赴國外投資是為了持續其產品

的比較利益。當產品之生產技術定型化，廠商為了降低生產成本，會

將生產活動移往工資和技術水準較低的開發中國家。但此理論專注於

國家層次，分析單位也是國家，忽略了個別廠商的因素及優勢。在今

日，多國藉企業乃是從事貿易及投資的最主要執行者及決策者。其擁

有之資源、條件及調度能力，已遠超出國家層次的範圍，因此此類理

論已不適用於多國籍企業的對外投資。
18
  

另一派理論則以產業組織為依據，認為生產要素、產品、金融市

場皆具有不完全性（imperfection）。寡佔市場廠商具有某種特殊的廠

商優勢。這一些優勢為其他廠商，特別是外國廠商，所無法模仿的。

此時廠商即會赴海外直接投資，將此種優勢內部化（internalization）。

19
茲將此派直接投資理論（產業組織理論）分述如下： 

一、 寡佔市場結構說
20
 

Kinderberger（1969）認為直接投資理論，是一種產業組織理論。

對外投資行為是寡佔市場中廠商的行為，其原因不外乎為廠商的特殊

優勢（Firm-Specific Advantage）、市場結構的不完全性（Market Structure 

                                                 
18吳青松（2002），頁 71-72。 
19同前註。 
20鄭希辰、譚丹祺（2002），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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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fections）及政府施加的扭曲（Government-Imposed Distortions）。 

Hymer（1976）認為會進行對外直接投資的廠商，它擁有的競爭

優勢一定是超出當地的競爭者，否則便無法克服缺乏當地市場知識、

風俗習慣不同、距離決策中心遙遠的不利因素，去和當地的廠商競

爭。這種特有的優勢包括了在生產過程中其所享有的行銷技巧、管理

技術或品牌，分散風險與規模經濟、融資和人力資源優勢等等。至於

何種因素較為重要則要看當地國的情形而定。 

在獨佔或寡佔市場中，常利用對外直接投資來減少競爭對手或防

止潛在進入者的出現，藉以提高利潤。例如，為阻礙其他競爭者的加

入，可運用垂直對外直接投資來控制原料；而為防止當地生產者成為

往後的競爭對手，可採用水平對外直接投資來佔有當地市場。此外，

在寡佔市場中，各廠商單獨的行動會與其他廠商息息相關，使得彼此

不得不密切注意競爭對手的行動。在此情形下，廠商在經營上較重視

成長而非利潤，故為了加速成長，爭奪市場佔有率便成了競爭策略的

主軸。  

政府施加的扭曲包括關稅及非關稅障礙、工資及移民政策、匯

率、價格及利潤的管制等。這些扭曲促成對外直接投資的進行。一般

來說，在其他條件相同時，若關稅越高，廠商越可能放棄出口而改採

行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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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es（1971）則是提出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水平式及垂直式兩

種投資形式。 在水平式投資方面，Caves 認為無形資產要促成對外直

接投資必須要有兩個要件： (1) 廠商內部的公共財（Public Good within 

the Firm）：這些特殊資產必須像公共財一樣，有共享的特性，即移至

海外使用時並不會花費過多的沉沒成本（sunk cost）。 (2) 無形資產與

當地生產之間必須有互補性（complementarity between intangible asset & 

local roduction ）：亦即廠商的無形資產利用就地生產時更容易發揮其

效用，而創造出額外的利潤。 結合以上兩個必要條件，產業能將產

品差異化，方能從事大量的直接投資。 

至於垂直式的投資，可分為向後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與向

前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廠商投資的動機可能在於分散風險、避

免原料受到他人控制、也可能在於避免寡佔市場的不確定性或以壟斷

天然資源作為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來防止其他廠商進入市場。  

總之，Hymer 與 Caves 等二人均強調，若某一廠商擁有其他廠商

所沒有的特殊優勢，則該廠商必會利用其擁有之獨占地位、企業優勢

以及產品差異性進行國外投資來加強其獨占之利益，使其內部所擁有

的特殊利益或無形資產發揮至最大功能。 

二、內部化理論（internalization theory）
21
  

                                                 
21曾紀幸、蔡宜真（200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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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以內部市場來替代有缺陷的外部市場；以組織的內部命令

解決生產與資源的分配及流通。換言之，國際企業在世界各地建立產

業分工生產網路及國際市場行銷網路時，若有效的利用企業內部的分

工體制，將可不受原料與零組件來源不足或品質優劣等問題之影響。   

 Buckley 和 Casson（1976）認為，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除了創

造出勞務及財貨等附加價值外，在生產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人力資源、

知識、技術及資訊等中間產品。由於市場的不完全性，因此無法藉由

市場機能有效的分配使用這些資源。公共財、外部性及規模經濟等特

性是導致這些中間產品市場不完全性的主要原因。如技術具有高度的

外部擴散性時，廠商為了避免競爭對手獲得此種資源，而進行了內部

化的活動。而當廠商在國際間進行內部化時，即產生了對外投資活動。 

三、交易成本理論
22
  

個體經濟和傳統組織理論認為「廠商」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所以

很少去討論廠商為何會存在。但 Coase 在 1937 年發表之「公司的本

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中指出，如果在市場上進行交易的

成本高於在組織內部進行活動的成本時，則會形成廠商組織。他認

為，市場可以透過價格機能的運作來調節交易（transaction）。然而，

由於決策者的有限理性與環境的不確定性，增加了價格機能運作的成

                                                 
22同前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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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另一方面，交易過程中的契約關係也會產生談判及協議成本，進

而影響市場機制的運作效率。所以廠商組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取代市

場交易。  

Williamson（1975）對 Coase 的理論做了進一步的闡述。他認為組

織與市場都是完成交易的替代方法；兩者之間的選擇決定於完成交易

的相對效率。當交易的困難度提高時，市場機能較無法發揮其功效，

組織便出現。交易成本理論能清楚說明組織的成長與形成、形式的創

新，亦可說明單一國家生產廠商經由對外直接投資的進行，而發展成

為多國籍企業的情形。對外直接投資是廠商在變動環境中企業發展過

程的一部份。 

但跨國公司為何會選擇風險較大、成本較高的直接投資方式，而

不將自有之優勢在市場上出售？或是以授權的方式來獲得最大的利

益呢？此一問題主要是因為市場失靈；造成市場失靈的主要原因則是

交易成本過高。由於人類行為具有有限理性及投機主義的特質，而使

得交易雙方總是處在不確定性高的環境下。決策者因有限理性而無法

在複雜的環境下預知各種狀況；而投機主義則讓人因自利動機而俟機

掌握或隱瞞資源。在雙方處於資訊不對稱（Asymmetic Information） 

時，擁有較多資訊的一方即可欺騙資訊較少的一方，而形成「道德危

機」。除此之外，由於環境的不確定性、資源的稀少性及交易頻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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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致使國際企業在進入國外市場制定決策時，會產生不同程度的

交易成本，因此便會採取不同的進入模式。 

四、折衷理論(Eclectic Theory)  

Dunning(1980)整合許多有關海外直接投資理論之觀點，嘗試以一

個較為完整的理論模式來解釋廠商之海外直接投資活動。Dunning 

(1981)認為，解釋海外直接投資活動之理論，大致依據下列三種角度：

(1) 如何在海外市場維持競爭優勢（how approach）。(2)為何在海外投

資生產（why approach）。(3)應在哪些國家投資生產（where approach） 

Dunning 根據這些理論歸納出廠商進行對外直接投資之三個必要

條件：  (1)  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指某一國

家企業所持有的無形資產優於其他國家的企業，包括企業特有之所有

權、生產過程多樣化、接近產品市場的能力及投入資源等。  (2)  內

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al Advantage）：指當市場機能失效不能有效分

配資源時，企業能夠將資源內部化的能力，包括規避協議成本、避免

鞏固專利權所花的成本、確保產品品質、規避或利用當地政府的干涉

等。(3)  區位優勢（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指投資國或是被投

資國所具備的優勢，包括投入資源與產品銷售市場之空間分佈、品質

與生產力、投入資源之價格、運輸與通訊成本、政府之干預等。
23
 

                                                 
23 陳琬琪（2003），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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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溢效果與 FDI 關係之相關文獻回顧 

對於國外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過去相關的理論文獻大多以討論

FDI 與出口為主，對於購併與其他對外投資決策之間的研究很少，有

關外溢效果與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影響的探討也不多見。以下介紹幾篇

相關的文獻。 

Petit and Sanna-Randaccio(2000)建立一理論模型，探討廠商國際擴

張模式對其研水準之影響。他們認為，研發與國際擴張模式兩者相互

影響，為雙向之關係，因此在模型中將兩者皆內生化。他們假設本國

與外國各有一家廠商，而本國廠商面臨一個三階段的決策程序。第一

階段決定國際擴張模式，即決定是以出口或是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

供應外國市場；第二階段決定研發投資的數量；第三階段決定本國市

場與外國市場的銷售數量。 

他們認為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供應外國市場可以去除出口所

需負擔之運輸成本，但必須負擔額外的建廠成本，因此對外直接投資

是低邊際成本但高固定成本的選擇。他們也考慮技術移轉成本的角

色，即母公司移轉技術至子公司的成本對直接投資決策與研發投資的

影響。他們還假設了研發活動會有技術外溢效果，且技術外溢效果對

市場結構與研發水準有重大之影響。此外，他們假設技術外溢效果是

不受空間限制的，即無論廠商選擇以何種方式供應外國市場，都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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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術外溢效果。  

   此模型之結論為：  

(1)  多國籍擴張和研發投資水準之間存在一正向之關係：假如廠商是

一多國籍企業而非出口者，則其研發水準較高。  

(2)  在混合市場結構下(一廠商為多國籍企業，另一廠商為出口者)，

多國籍企業之研發水準比出口者為高。  

(3)  廠商的研發活動增加了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但技術外溢效果 

則降低了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 

(4)多國籍企業寡占之消費者福利大於一多國籍企業與一出口者寡占

之消費者福利，後者又大於出口者寡占之消費者福利。因此當廠商為

多國籍企業而非出口者時，兩個國家的消費者福利皆會提高。此不只

是由於直接投資消除了運輸成本因而增加了競爭的程度，也由於直接

投資提升了全球研發水準。 

陳建隆與徐芳霞(2003)則分析本國廠商面對生產成本之劣勢與研

發成本之優勢時，本國廠商的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以及本國廠商的對

外投資行為如何影響兩國廠商之研發水準。此文追隨 Petit and 

Sanna-Randaccio(2000)之模型，將研發水準內生化，以探討對外直接投

資決策與研發水準之關係。他們的結論為： 

(1)  就本國廠商的對外直接投資對兩國廠商研發水準之影響而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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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廠商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導致外國廠商之研發水準減少，但對本國廠

商研發水準之影響則不一定，須視兩國原始邊際成本與技術外溢效果

之相對大小而定。 

(2)  就本國廠商的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而言，兩廠商研發成本之差距越

小、兩國原始邊際成本之差距越大、技術外溢效果越小、研發效率參

數越小，本國廠商越有可能進行對外直接投資。相反的，兩廠商研發

成本之差距越大、兩國原始邊際成本之差距越小、技術外溢效果越

大、研發效率參數越大，本國廠商越有可能留在國內生產。 

(3)  若廠商不進行研發活動，則本國廠商為了追求較低之原始邊際成

本，一定會進行對外直接投資，但若廠商從事研發活動，則是否進行

對外直接投資須視兩廠商之研發成本差距、兩國之原始邊際成本差

距、技術外溢效果與研發效率之大小而定，因此廠商的研發活動會抑

制對外直接投資之發生。 

然而，上面這兩篇文章並沒有探討一旦廠商決定 FDI 後廠商的對

外投資模式之選擇問題。Gorg(2000)首先建立一個理論模型，分析當

廠商決定進入外國市場後如何在直接設廠與購併的方式間作選擇。他

假設本國有一家廠商，外國有兩家廠商，而且本國廠商的技術比外國

廠商好，而外國其中一家廠商的技術比另一家好。另外，他根據

Buckley and Casson(1998)另外假設了三種外國廠商進入後所需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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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1)  因為外國廠商對當地市場有關的知識不足，為了去瞭解當地市場

所付出的成本：他假設直接設廠所面對的這種成本比購併的情況下

高。 

(2)  外國廠商的產品及生產過程為了要適應當地廠商還有市場，所要

付出的適應成本：他假設購併所面對的這種成本比直接設廠高。 

(3)  購併的成本；他假設購併會比直接設廠還要多出一個額外的加

價，而這額外的加價是因為購併時會接管對方的股本所要付的價格。 

他的分析顯示，進入成本及進入之後的競爭行為皆會影響廠商的

對外投資決策。他的結論為：在大多數的情形下，外國廠商會較偏愛

以購併技術較好的本國廠商這種模式來進入。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外

國廠商會以直接設廠的方式進入。這些結果必須視邊際成本以及上述

三個成本的大小而定。另外，因為外國廠商的成本較低，所以當他進

入本國市場時會以降低價格的方式去排擠本國廠商，以使其能享受獨

佔的利潤。但是他沒有考慮研發技術及外溢效果跟廠商對外投資決策

之間的關係。 

Grunfeld and Sanna-Randaccio(2006)分析了國家市場大小與技術水

準的差異對廠商進入模式的影響，並且應用了那許協議模型（Nash 

bargaining model）去探討在這些情形下哪一個廠商會是購併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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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結果顯示，購併者會是在不合作(購併無法成立)的情形下獲得

利潤最高的廠商，而且均衡的購併價格會反應被購併廠商的成長潛

力。另外，當國家市場大小相似的情形下，技術較好的廠商會成為購

併者，而在技術相同但國家市場大小不同的情形下，國家市場較小的

廠商會選擇去購併國家市場較大的廠商。當廠商及國家市場都是完全

對稱時，購併會是廠商偏好的選擇；但是這時囚犯的困境會迫使兩國

的廠商都去國外投資。然而，他們並沒有把外溢效果的影響考慮進

來，也沒有分析廠商決定購併或直接設廠之後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之

間的關係。 

Yokota and Chen(2005)分析了廠商的研發支出水準與對外直接投

資模式(直接設廠與購併)之間的關係。他們假設本國有兩家廠商，而

外國為一家廠商，且只有外國的廠商進行研發活動，而且對外投資

後，研發會產生外溢效果。他們建立了一個三階段的賽局模型來分

析。在第一階段，外國廠商選擇研發投資水準，同時，對其中一家本

國廠商提出購併的要求。在第二階段，在觀察了外國廠商的研發水準

後，若本國廠商接受購併，則外國廠商就會在本國與另一家本國廠商

進行競爭，而賽局就結束。若兩個本國廠商都不接受購併的要求，則

進入第三階段。此時外國廠商就選擇直接設廠或不進入本國市場。 

他們發現，在較高的外溢水準下，具備研發技術的廠商會傾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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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直接設廠，而不會選擇購併；但是在較低的外溢效果下，則會選

擇購併。他們的福利分析結果顯示，在以地主國的社會福利為衡量基

礎上，直接設廠的進入方式並不一定會比購併好，這還必須視外溢效

果的大小而定。但是因為他們只假設投資國的廠商有研發活動，而被

投資國的廠商沒有研發活動，所以他們的分析並無法解釋當兩國皆有

研發活動時的情形。此外，他們假設購併價格決定於被購併廠商的保

留價格，而被購併廠商的保留價格為若其拒絕接受購併後的利潤。此

假設可能導致低估了市場均衡時之購併價格。 

為了彌補上述理論之缺憾，本文延伸 Yokota and Chen(2005)的理

論架構，探討外溢效果對於直接設廠與購併這兩種進入方式的影響。

我們假設有兩個國家，廠商均有研發活動。此外，本文亦利用 Nash 

bargaining 的概念來分析購併價格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