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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成果總結 

 
    經本研究多項羅吉特模型測試結果，彙整旗艦廠商投資母國區位選擇

之結論，共分為七大項研究成果，以下依序說明之： 
 
一、旗艦廠商企業總公司區位為再投資區位選擇決策之發軔 
 
    旗艦廠商對於其企業總公司設立區位之思維，源自於經營決策中心與

價值創造的最高指揮基地之多功能運作機能考量，是故，旗艦廠商企對於

其企業總公司區位選擇之考量，將延伸至整體企業未來發展與投資之目標

（Ihlanfeldt and Raper, 1990; Holloway and Wheeler, 1991; Shilton and Webb, 
1995; Coffey, 1996; Schriner, 1999; Hayter, 2004）。本研究實證發現旗艦廠商

再投資區位選擇行為將延續其企業總公司之區位選擇；換句話說，當旗艦

廠商企業總公司在某區域中設立後，其往後對於再投資生產工廠的區位選

擇將受到此區位的影響。 
 
    旗艦廠商企業總公司區位對於往後在各區域中進行再投資時，至少將

產生兩種效應：第一，當旗艦廠商總公司設立於某區域者，其經濟活動可

能基於地理鄰近性的價值（Gompers and Lerner, 1999），而形成 Storper
（1997）所謂的「地域化」的影響，因而其再投資區位選擇行為將導向繼

續在地投資。 
 
    而「地域化」乃指當在地生產系統使得旗艦廠商經濟活動的活力，依

賴於在地關係，這樣的經濟活力可能無法在其他地區創造或是模仿的，這

個區位對於旗艦廠商便有了不可替代的特性。換句話說，「地域化」是一種

專業人員和技術的稀少性，以及在地網絡的特殊性（王緝慈等, 2001），本

研究認為當旗艦廠商在區域中設立總公司後，將容易使得旗艦廠商的生產

系統被吸引到此區域，同時形成其他區域的無法替代性。 
 
    第二，當旗艦廠商總公司設立於某個區域，在後續欲拓展工廠版圖於

其他區域的發展時，可能出現區域跳躍式的再投資行為。這樣的結果一方

面說明了特殊區域在區域產業發展上的優勢，可能是產業專業化、多樣化

或是地方競爭力所產生的聚集經濟效益，也可能是其他旗艦廠商或企業在

區域中有良好的發展，產生模仿模範角色的行為（van Praag,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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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egesmann, 1999），在節省搜尋區域資訊成本下，直接地進行區域跳躍的

再投資行為。另一方面，當旗艦廠商認為企業總公司所在之鄰近區域在產

業發展上，可能有產業發展支撐力不足的現象時，旗艦廠商將跳脫出地理

鄰近性的基本思維，往其他非鄰近區域進行再投資設廠行為。 
 
    故，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區位選擇，將源自於對總公司對於各區域特

性的掌握，而企業總公司區位為再投資區位選擇決策之起點，持續地影響

未來再投資的區位選擇行為。 
 
二、旗艦廠商過去投資經驗為再投資區位選擇的決策依據 
 
    本研究探討旗艦廠商過去在母國之投資經驗時，納入旗艦廠商第一次

投資行為為變數，與再投資區位選擇時之已設立工廠數，依據 FDI 理論，

區域中工廠設置數量為旗艦廠商在地的無形資產（Caves, 1996），主要的焦

點在於旗艦廠商對於區域中在地產業發展的控制力，這樣的控制力將有別

於企業總公司對於在地資訊的獲取，因為在地的工廠無論在功能和組織階

層上，將有助於旗艦廠商進入區域網絡。不同於地理鄰近性解釋在地的代

理人或廠商，可以較容易的去觀察區域中特化的行為（Fornahl, 2003），而

進入區域網絡能使旗艦廠商城為區域的一員，這樣一來，將更能了解區域

成員的集體動向，不至於受到排外或是不信任的影響（Feldman, 2006）。 
  
    然而，區域產業活動本是建立在鄰近性和區域網絡效應上，透過分享

認知表象和區域特化資訊的處理，影響著旗艦廠商決策過程（Fornahl, 
2003）。事實上，旗艦廠商在區域中扮演的模範角色，亦將透過區域網絡效

應引領區域內其他廠商的行動。 
 
    本研究實證發現，旗艦廠商過去投資經驗將成為再投資區位選擇的決

策的重要依據之一。然而，本研究採用旗艦廠商第一次投資行為為變數，

與再投資區位選擇時之已設立工廠數，為過去投資經驗之指標。雖然可能

有解釋上不充足的面向，本研究仍在可掌握之實證資料部分作模型的解

釋。當然，旗艦廠商企業總公司區位可能也將成為一種過去經驗的累積，

而本研究認為這一方面的確是難以仔細劃分的，依據一般主觀的認定，旗

艦廠商企業總公司乃有不同於生產性工廠之功能（Daneil, 1985; William, 
1988）的概念，故本研究仍將其視為兩種不同的特性面向來討論。 
 
    另一方面，以旗艦廠商在地投資（無論是總公司，或是工廠）而言，

是有別於其它廠商在地投資對於區域的影響，這也是前面所提到的模範角

色的議題，旗艦廠商的每一次投資可能都會使區域特性有潛在的變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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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變動將使旗艦廠商在下一次對於區域的投資，擁有更多的籌碼。是故，

旗艦廠商所受「地域化」的影響可能逐漸加深，原因在於旗艦廠商過去在

區域中投資經驗，牽動區域的特性形成，這樣的回饋行為可能形成一種良

性的循環，最後成為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之重要因素。 
 
三、中部與南部區域內科學園區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之吸引力不足 
 
    綜觀台灣地區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為首，北部

區域於民國 69 年 12 月就設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為台灣第一個設置的科

學園區，當時全球所設立之科學園區尚不超過 20 處，而今日的竹科已佔上

世界舞台。竹科當然是一個成功的例子，讓台灣北部地區高科技產業發展

蓬勃，然而反觀 84 年 5 月核定籌設的南科與 91 年 9 月成立之中科在發

展上，卻難以與竹科有相當的地位。然而，其中可能由於兩個園區設立年

限較晚，使產業發展在時間歷程上造成差異，而本研究將從不同面向探討。 
 
    透過本研究實證發現，雖然前述園區之設立年限可能成為影響的變

數，但本研究認為可能至少有二個更重要的面向。第一，Wallsten（2000）
認為科學園區和高科技產業成長有時會呈現負相關，主要原因在於區域中

的科學園區對於區域的經濟成長的貢獻有限，甚至沒有貢獻。也就是說，

中部與南部科學園區的發展並未聯繫到區域產業，甚至造成對於區域經濟

發展的衝擊。中部與南部區域兩座科學園區的直接設立，引進六大類高科

技產業，事實上卻得不到區域中產業的支持，旗艦廠商的再投資區位選擇

當然導向北部區域進駐。顯示中部與南部科學園區現有營運狀況雖然有相

當之發展，但園區中高科技產業孤立發展，對於區域中的產業關聯性仍有

待加強。 
 
    第二，依據 Jowitt（1991）指出科學園區的設立通常會反映出區域產業

的弱勢，原因在於科學園區的設立通常被用來當作區域均衡發展的重點政

策，其在區域中設立之目的在於期望可以解決區域中（高科技或知識密集

型）產業發展落後的問題，如此一來，當然導致科學園區的設立與區域中

現有高科技產業發展情況有負向的關係。而本研究認為從積極面觀之，負

向關係乃是成功發展的必經之路，假設區域內高科技產業若能步上軌道，

科學園區與區域中高科技產業發展可能會漸漸轉向正相關，最後科學園區

在區域中成功的發展。 
 
    過去在我國區域發展政策上，多聚焦到均衡區域發展上，認為北部地

區高科技業發展之成功將可以複製到中部或南部區域，這樣的想法其實就

像是對北部地區的發展優勢拍了一張美麗的照片，看到了成功的美麗，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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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看到成功區域發展過程中的必要資訊。簡言之，當我們在觀察一個成

功的地區，它的區域創新系統其實是相當成熟的（Feldman, 2006），在模仿

的過程中，不應只看結果，更應該了解區域發展的過程，才能得以確實地

應用。 
 
    本研究實證發現，中部與南部區域內科學園區之設立對於旗艦廠商再

投資區位選擇有負向的顯著影響，顯示中科與南科皆發生上述二類現象，

如同 Felsenstein（1994）所認為有些科學園區在區域中可能僅只是一個孤

立創新的小島，其中廠商的集體行動並未與區域中產業有實體聯繫的關

係。由此可見，中部與南部科學園區與區域內至少有兩大問題，第一，科

學園區應加強與區域內產業發展之關聯性；第二，高科技產業呈現較弱勢

的發展，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之吸引力尚有不足。但本研究仍認為就中部

和南部科學園區現階段的發展，仍值得期待，未來中科、南科與區域中高

科技產業發展應逐步加強聯結，可望轉向正向相關。 
 
四、總體經濟與區域發展牽動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行為動向 
 
    上一個結論中論及科學園區應與區域產業有一定之關聯度，本結論乃

基於台灣地區總體經濟與區域發展的觀點，納入現階段高科技產業發展

上，科學園區對於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引領效果，探討總體經濟對於旗

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的決策行為。 
 
    本研究之實證分析在台灣地區的產業經濟發展歷程方面，乃依據于宗

先（1992）將台灣經濟發展劃分的三個發展階段為基準，分為三類投資

時間，依序為民國 40 到 69 年，70 到 88 年，89 年至今。本研究結果顯示

民國 40 至 69 年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行為皆有負向顯著影響。 
 
    回顧台灣產業於民國 40 至 69 年可謂是科技轉型期，台灣經濟結構漸

漸發生變化，各方面產業發展快速，在五十年代末期到六十年代初期，透

過匯率調整、進口管制和其他獎勵外銷的措施下，台灣由入超轉變成出超。

民國 67 年，召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後，新竹科學園區終於在 69 年

成立，成為我國第一個科學園區。相較於北部區域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動力

充沛，中部與南部區域高科技產業區域賦能顯然不足，在民國 40 至 69 年

年間，中部與南部區域實難提出對旗艦廠商再投資的強烈地方吸力。本部

分顯示在台灣經濟第一發展階段中，北部區域在高科技產業上發展較好，

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對於旗艦廠商投資設廠的決策並未產生強烈的吸力，

而使得旗艦廠商投資行為往北部區域再投資設立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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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0 至 88 年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行為影響產生變化，顯示在台灣

經濟第二發展階段中，旗艦廠商投資設廠的決策仍未對於中部區域產生強

烈的意願，而使得旗艦廠商投資行為往北部區域再投資設立工廠。南部區

域在民國 70 至 88 年間與北部區域做比較，變數呈現不顯著，顯示旗艦廠

商對於南部區域產業發展的評估，在此階段已不同於民國 40 至 69 年。 
 
    回顧南部科學園區於 84 年 5 月核定籌設，正式展開南台灣邁向高科技

產業發展的發軔，顯示南科的出現使得本研究模型結果在時間歷程上，民

國 70 至 88 年間，南部區域開始有出現高科技的區域賦能得以與北部區域

相較，顯示在時間歷程中政府透過政策的施行，對於南部區域發展確實產

生影響，引導了整個南部區域的發展。中部區域於民國 91 年設立中科，為

最晚設立的地區，區域中的高科技賦能在第一及第二階段皆顯不足，但未

來之發展然仍可期，當時間歷程再往後拉時，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之區位

選擇決策的影響，可望形成新的影響變數。 
 
    總體經濟與區域發展在時間歷程上，牽動旗艦廠商再投資行為動向，

也展現出各區域的產業特性在總體經濟時間歷程發展上的不同，對於再投

資區位選擇決策之影響也有所不同。 
 
五、旗艦廠商之產業類別與再投資區位選擇決策將引伸出區域之特性 
 
    本研究實證旗艦廠商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在產業類別方面，相較於北

部區域，光電產業與精密機械產業之旗艦廠商往中部地區再投資設廠情

形，有正向顯著影響。相較於北部區域，光電產業與生物科技產業對於設

立工廠再投資行為在南部區域也出現正向顯著影響，而積體電路產業、電

腦及周邊設備產業以及通訊產業對於設立工廠再投資行為在南部區域出現

負向顯著影響。 
 
    結合模型分析，顯示旗艦廠商往往在第一次投資時，較青睞北部區域，

原因如前所述，可能是北區域產業特性較佳、總公司區位選擇、廠商投資

時間較早，或是區域與科學園區發展關聯度高等。而當各旗艦廠商欲在區

域版圖上拓展時，將會使區域發展在各產業的特性漸漸的展現出不同的態

勢。原因在於，第一，再投資行為與第一次投資行為不同，再投資區位選

擇來自於旗艦廠商過去的經驗，而再投資的目的就在於獲取區域中產業特

性的優勢或是聚集經濟的效益。第二，旗艦廠商有時可以倚賴自己模範角

色的特性，直接進入區域中發展，期望的就是這樣的投資活動可以帶動區

域中新的產業群聚和吸力效應，旗艦廠商常能牽引自家企業的上下游關聯

廠商進駐，形成新的區域產業群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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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中部地區過去在高科技發展的歷程較晚，但在近年高科技產業

的發展上，成為連結南北高科技的走廊，對於各類高科技產業造成不小的

吸力，其中過去中部區域精密機械產業發展蓬勃，使得吸引旗艦廠商進駐

有顯著影響。另外，光電產業則是從中部科學園區設立後，由旗艦廠商進

駐帶來全新的產業特色，亦使得吸引大小廠商進駐有顯著影響。而南部區

域在「南光電」的產業特性和政策推動下，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設立分工

廠上有顯著的影響力。同時，在生物科技產業方面，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

設廠的行為亦具有相當的吸引力。本研究認為可能是南部科學園區以及相

關生技園區的發展，使南部區域中此二種高科技產業特性得以形成。 
 
    本部份若延伸第三結論的探討，似乎可以發現中科、南科與區域中高

科技產業發展有漸漸轉向正向關聯的情形，中部與南部區域在時間的歷程

上已逐漸地在高科技產業上各有發展。第三結論探討的是旗艦廠商再投資

設廠時，科學園區設立的情形，造成中部和南部區域產業關聯度的問題；

本結論討論旗艦廠商自身企業產業類別，對於選擇再投資設廠之區域影

響，顯示中部與南部區域皆已產生區域賦能的特殊吸力，本研究認為未來

可望在旗艦廠商再投資的引領下，形成一個良好的循環，使區域產業發展

獲得更大的支撐力。 
 
    另一方面，關於旗艦廠商模範角色之特性，對於跳躍式在地設立總公

司或投資的成功性的確較高，但本研究仍認為區域產業支撐力之特性與潛

力，對於旗艦廠商產業類別的再投資，或是跳躍式再投資發展有所影響。

區域在產業發展環境上，應有基礎的發展程度，以支援並激勵不同類別產

業類別之旗艦廠商有投資或再投資的意願。 
 
六、區域內工業地域產業聚集專業化效益有助於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進

駐 
 
    本研究依循聚集經濟的概念，實證分析台灣地區三大區域內工業地域

之兩大聚集經濟指標：一為 MAR 動態外部性/專業化經濟，透過產業集中

度係數表示，另一為 Jacobs 動態外部性/都市化經濟指標，透過 H.H.I.表示。

本研究實證發現區域內工業地域聚集經濟效應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

擇決策有不同的顯著影響。其中，相較於北部區域，中部與南部區域內工

業地域之專業化程度，對於旗艦廠商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有顯著正向影

響。此外，相較於北部區域，中部與南部區域內工業地域之多樣化程度，

對於旗艦廠商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有顯著負向影響。 
 
    結合模型變數之結果，面對中部與南部區域產業聚集情況，旗艦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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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投資區位選擇偏好工業地域專業化，而不偏好工業地域的多樣化。可見

台灣地區旗艦廠商於母國的再投資區位選擇，依循著交易成本的基本概

念，工業地域的專業化使得交易成本得以節省，即使交易與生產型態的過

程複雜，亦將由地理鄰近性和區域網絡功能的發揮，降低了旗艦廠商在整

體生產與再投資過程的障礙。 
 
    最後，過去文獻在聚集經濟的效果中，雖然對區域內專業化與多樣化

經濟多有爭議，但透過本研究實證之發現，本研究認為區域內工業地域產

業聚集專業化效益越高，將越有助於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進駐。區域內

工業地域產業聚集專業化應持續提升，以帶動旗艦廠商模範角色的優質循

環，以利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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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政策建議 

 
    本節將研究結果落實到產業面向，提出以下幾點產業政策建議： 
 
一、推動企業總公司在地化發展，有助區域內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活動 
 
    本研究實證發現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行為與總公司區位之選擇有

關。本研究認為當旗艦廠商在區域中設立總公司後，將容易使得旗艦廠商

的生產系統被吸引到這些區域，同時形成其他區域的無法替代性。此外，

旗艦廠商或企業總公司在區域中會產生模仿模範角色的行為。 
 
    故，旗艦廠商總公司區位隱含旗艦廠商對各區域特性的掌握和影響

力，政府若能持續推動在台設立營運總公司政策，可望讓區域的發展由在

地廠商來決定、由再地廠商來選擇，由於鼓勵企業總公司設立應是一種概

念性的政策，實際選定區位地點應讓企業自行搜尋，基於追求最大利益原

則，企業總公司將在地化發展，將自行形成一種群體的區域網絡行動，帶

動整理生產鏈上下游廠商聚集的活動；另一方面，基於區域內旗艦廠商模

範角色的特性，政府若能推動其再投資之活動，將可引發其他廠商的模仿

行為，為各區域帶來另一種不同的再投資動力與進駐吸力。 
 
二、透過旗艦廠商在區域內之投資經驗，引導旗艦廠商再投資，以利區域

發展 
 
    基於本研究實證發現，旗艦廠商過去投資經驗為再投資區位選擇的決

策依據，並結合上述之論點，本研究政策建議，首先推動企業總公司在地

化發展，以加強區域內旗艦廠商再投資之活動，接下來將可望在投資活動

間，使旗艦廠商投資經驗慢慢培養出地域化之再投資軌跡。 
 
    基於旗艦廠商在地投資對於區域的影響，這也是前面所提到的模範角

色的議題，旗艦廠商的每一次投資可能都會使區域特性有潛在的變動，這

樣的變動將使旗艦廠商在下一次對於區域的投資，擁有更多的籌碼。是故，

旗艦廠商所受「地域化」影響的同時，旗艦廠商過去在區域中投資經驗，

也牽動著區域的產業特性，政府應使這樣的廠商活動成為一種良性的循

環，未來將可望有助於區域發展或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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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內產業特性強化與升級，以加強區域高科技產業支撐力 
 
    過去台灣地區的科技政策於民國 91 年正式以「北 IC，中奈米，南光

電」之導向發展，對於三大區域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所產生影響已漸漸形成，

然而這樣大範圍的區域政策應持續修正，以符合各階段產業發展需求。 
 
    在不同產業對於區域賦能的特性有不同的要求下，本研究認為不同的

產業類別對於投資區位的選擇上應有不同的需求，即使同屬於知識密集型

製造業，對於不同高科技的技術需求與製程，也不盡相同。是故，未來產

業政策應朝向區域內產業特性強化與升級，目標導向加強區域內高科技產

業支撐力，以避免區域內知識密集型產業發展失衡，形成 M 型發展造成區

域內產業支撐力脫節。建議未來中部地區高科技產業發展，積體電路、光

電、精密機械為主。南部區域則以光電與生物科技產業為主軸，落實產業

強化政策。 
 
四、科學工業園區應與區域內高科技基礎產業優勢分進合擊，提升產業關

聯性 
 
    旗艦廠商再投資設廠時與科學園區設立的情形，將和區域產業關聯度

的問題有關；本研究亦發現中科、南科與區域中高科技產業發展有漸漸轉

向正向關聯的情形，可見中部與南部區域在時間的歷程上已逐漸地在高科

技產業上各有發展。 
 
    過去科學園區通常被用來當作區域均衡發展的重點政策，未來產業政

策建議，區域發展政策應針對區域內產業特性和潛力，與科學園區產業特

性做結合，區域內產業特性強化與升級將有助於與科學園區內產業的關聯

性增加，在區域高科技基礎產業的支撐力下，科學園區才能帶來對區域發

展的正面幫助，未來中部與南部區域可望在產業關聯性提升後，追上北部

區域的腳步。 
 
五、提升區域總體經濟發展，有助於吸引區域內高科技產業再投資之活動 
 
    區域總體經濟環境隨著時間之成長，有助於吸引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

選擇，本研究發現中部與南部區域在台灣地區經濟發展的初期，皆不如北

部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的吸引力，但是在時間的遞嬗和區域經濟的成長

後，漸漸有縮小差距的趨勢。 
 
    雖然沒有顯著的證據顯示區域經濟提升後的結果，本研究仍將產業的

政策建議在區域總體經濟的提升，使旗艦廠商再投資活動形成一種良性的

循環，當旗艦廠商投入地區將影響更多廠商投入，這樣的投入將有助於區

域總體經濟的提升，同時，亦將有助於吸引區域內高科技產業再投資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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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涵蓋之內容實屬有限，因此建議在本研究基礎之下，後續研

究可以嘗試朝下列方向著手，以期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區位選擇之探

討有更深入的洞察。 
 
一、旗艦廠商企業家行動面向之整體性 
 
    Shapero（1984）所謂的企業家精神，是企業形成的決策和其受到區域

本質影響的行為。也就是說，旗艦廠商再投資工廠之區域行為來自於是企

業決策和區域本質之影響。本研究於企業在台已完成之再投資佈局的角

度，探討旗艦廠商再投資之區位選擇，可能使這些歷史資料告訴我們在整

體區域的發展結果，但卻無法整合區域變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整個軌跡的

脈絡。 
 
    本研究嘗試將時間因素及產業特性納入，但恐有不足。後續研究建議

納入企業家決策面向之考量，並透詳細的研究過程，取得較具體之指標來

衡量。 
  
二、再投資區位選擇行為指標之考量 
 
    本研究對於旗艦廠商之再投資行為影響選取五大變數面向，在選取及

量化指標之過程中，可能涉及資料取得的困難性，與不易以簡易量化資料

衡量之問題，主要乃參酌過去學者研究廠商區域選擇因素之採用。後續研

究建議先釐清旗艦廠商與再投資母國之定義，並仔細劃分區位選擇之影響

因素面向，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區位選擇指標有全面性的考量。 
 
三、研究方法對於區域比較的限制 
 
    基於本研究方法—多項羅吉特模型運用上之限制，本研究採用北部區

域為比較基準，以北部區域與中部及南部區域之兩兩比較，作為本研究實

證研究之探討。本研究建議可採用其他不同之羅吉特模型，達到三者同時

比較，更切實的討論各區域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 
 
四、研究範圍的聚焦：由區域至工業地域 
 
    本研究以旗艦廠商再投資時，對於台灣地區三大區域之區位選擇作分



旗艦廠商投資母國區位選擇之研究  

 125

析，後續研究建議可朝向區域中工業地域的觀點，以工業地域為旗艦廠商

區位選擇之基準，深入探討不同工業地域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之

影響。 
 
五、旗艦廠商整體企業投資決策行為 
 
    本研究礙於資料上的限制，僅探討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生產行為決

策，後續研究建議蒐集台灣地區旗艦廠商企業在整體投資時間歷程，包括

各種投資行為，藉以探討不同生產功能，對於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之

影響。 
 
六、全球佈局與母國再投資區位選擇 
 
    本研究專注於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區位選擇，採用台灣地區有跨國

行為之製造業 1000 大廠商資料，礙於旗艦廠商實際在全球佈局之確切廠商

數資料局取得不易，後續研究建議掌握旗艦廠商全球佈局之廠商區位及數

量，將助於旗艦廠商在國際間投資經驗指標變數衡量，以檢視跨國經驗對

於旗艦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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