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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食品業對大陸投資與貿易問

交互關係之研究

張淑真*

摘要

關鍵詞:食品業，對外直接投資，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JEL 分類代號: E24 ' F21 ' F4 ' F41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食品業對大陸投資與貿易問交互關係'基於廠商追求成本極小化

的條件下，建構對大陸投資與貿易的實證聯立模型。以 1991 年至 2002 年季資料進行實

證推估，從對大陸投資模式之結果發現，隨著時代更替，食品業若欲藉由增加對大陸

投資以降低國內生產成本時，貝IJ此投資行為將誘使國內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生產萎

縮;進而減少本國勞力密集產業的就業機會，最後促使圍內產業結構逐漸由勞動密集

的傳統產業，走向資本密集產業發展。另外，從出口模式結果發現，隨著勞動成本

提高，食品廠商若欲繼續生存，則勢必會將部分的生產轉移至大陸以降低圍內生產

成本，維繫其存活及其經濟規模。由於國內食品業逐漸喪失其國際競爭優勢，故國內

食品業產品出口的比重逐漸下降，進而促使食品產業外移;此外，本文也發現前期

對外投資增減對當期出口量間關係呈現替代，顯示食品業對大陸直接投資勢必減少

日後本國食品業的出口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文稿承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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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食品業對夫陸投資與貿易問

交互關係之研究

張淑負

壹、前言

由於圍內經營環境受生活水準提升與政府經濟政策改變，廠商面臨高額勞動成

本以及高漲環保意識，使勞動密集為主的製造業受到直接衝擊。近年，在國際化與全

球化風潮引領下，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簡稱 FDI)讓衰退的勞動密集

產業不僅找尋到低廉成本並且得以延續企業生產。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資

料， 1952 年至 2002 年我國海外投資總數為 77，990 件，總金額約 140，780 百萬美元，其中

以大陸地區投資總數(62 ，225 件)與金額(約 109 ， 126 百萬美元)所佔的比重均最高。

隨著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推動，資本加速流動。對外投資的加速進行，促使國

內產業結構、投資及經濟連帶受到相當大影響，尤其對製造業結構的影響為最大。依據

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2002 年製造業生產價值佔 GDP 比重為 25.7% '較 1981 年 34.6% ' 

衰退 8.9% 。製造業中，又以食品業受到國內整體環境衝擊較大，該產業生產價值佔製造

業比重由 1981 年 14.26% '減少至 2003 年 5.57% '而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產業則相對成

長，顯示近年來，由於國內外環境改變，台灣製造業產業結構已由勞動密集之食品業調

整為資本技術密集之產業。

台灣食品產業的經營方式，早期以外銷農產品為主，然而隨社會結構的改變，歷經

台幣升值、加工原料與勞資成本的提高、環保意識抬頭、土地價格高漲及貿易自由化等

因素影響，食品業漸失國際競爭力，逐漸轉為內需導向為主之民生產業。依據經濟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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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貿易局統計，食品業出口金額於 1991 年為 870 萬，至 2002 年出口金額則減少到 469

百萬美元，此時食品業出口依存度為 12.04% '而其進口依存度為 18.1 0% '顯示食品業在

國際的競爭力逐漸衰退，食品外銷量減少而內銷量增加。因此，產業外移對於台灣產業

結構與經濟所衍生的影響妓果為何，一直是相關研究者或政府相關單位所重視課題。

在國內產業結構逐漸轉變之時，中國大陸經濟政策也逐漸由封閉體制轉為開

放，於 1988 年中國大陸頒佈鼓勵台灣同胞投資條文規定，保證台商具有經營自主

權，以及享有生產要素(例如土地、水電及融資)使用的優惠方案。 1992 年開放大陸內

銷市場比率， 1993 年兔徵台商的土地使用規費與減免租稅。 2003 年實施「外國投資者

併購境內企業」之條例，掀起另一波投資大陸的風潮，因為併購是成本最低的國際

投資。隨著經濟政策轉變同時，中國大陸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率皆以高於 7%的速度

成長，人民購買力較過去高，通貨膨脹率較過去低，凸顯其人民購買力較以往高。相較

之下，政府於 1991 年開放對投資者赴中國大陸投資，中國大陸廣大內銷市場、穩定

及便宜的勞動供給以及相同語言及地理位置等優勢條件，促使中國大陸成為國內投

資者擴展市場的標的。例如台灣統一集團展開全方位的食品業投資，尤以大陸鮮乳市場

為主要目標。味丹公司以味精為目標產品，併購大陸多家知名品牌或區域性味精廠，以

擴大該公司產能及市場。台灣食品廠商赴大陸投資大部分是合資(即台灣廠商於大陸公司

所持有股份高於 25%)與獨資之模式經營。

國內食品業自 1965 年即有對外投資紀錄但金額與件數不多，至 1981 年以後逐漸成

長， 1991 年隨著政府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對外投資金額才快速增加。依據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統計， 1991 年至 2003 年底食品業對外投資件數已連 2.492 件，投資金額高達

21.77 倍美元，為製造業對外投資金額排名第 6 位;其中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佔 2，433 件，

投資金額佔 18.44 億美元，可見食品業廠商為求永續經營，已逐漸轉移至中國大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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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食品工業1自改革開放後，受到大陸單位產業政策強力扶植，大陸消費市場需求旺

盛，企業生產技術大幅進步以及降低生產成長之因素配合，促使產業利潤大幅高達到至

50% '每年總產值皆持續增加成長。其中， 2000 年總產值成長率由 10.1% '增加至 2003

年 20% 。基於上述，還引發本文研究台商對大陸投資與財貨貿易關係之動機。

過去研究將廠商赴海外設廠投資並且直接從事生產或經營活動之行為，稱為對

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除資本移動外，尚包含其他非資本的移動例如管理知識、技

術、商標、訊息、經營方法與行銷方法等經營資源之移動。若多國企業廠商對外直接投

資屬於國外實質資本重分配情形時，廠商對外直接投資之行為將取代該廠國內財貨之出

口，並且產生母國(home coun的r)的失業率增加、勞動需求結構變動與所得重分配之外溢

放果(Markusen， 1983) 。然而，若多國企業廠商對外直接投資被視為無形貿易資產時

(intangible nontradeable assets) ，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將提升母國的廠商內部(intra-firm)貿

易與中間財貨之出口，並且提昇產品市場佔有率或發展地主國(host country)的內銷市

場之外溢效果(Helpman， 1984) 。若依循過去理論，可發現食品廠商對大陸投資對於台灣

出口所衍生的影響究竟為替代或互補效果無法得到定論。因此，本文將以食品業為研究

對象，藉由理論推衍影響投資者赴中國大陸投資與出口決定因素，進而透過實證瞭解兩

者間的交互關係。

本文架構為:第一部分為前言;第二部分探討食品業產業結構與對外投資之概述;

第三部分探討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第四部分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賀易之相關文獻;

第五部分依據理論與文獻建構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實證模式及資料蒐集與處理;第

六部分為實證方法與結果分析;第七部分結論。

l 中國大陸食品工業大致色含食品加工業、食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及煙草加工業。其

中，食品加工業色令糧食及飼料加工業、植物油加工業、製糖業、屠宰及肉類蛋類加

工業、水產品加工業、鹽加工業、其他食品加工業;食品製造業色含糕點糖果製造業、

乳製品製造業、罐頭食品製造業、發酵製品業、調味品製造業、其他，食品製造業;飲

料製造業包含酒精及飲料酒製造業、軟飲料製造業、製茶葉、其他飲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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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食品業產業結構與對外投資之概述

本文食品業定義為調製食品、飲料、酒類及酷、菸類及已製菸類代用品之產業，也

就是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之第四類。其主要包含第十六章: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

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第十七章:糖及糖果;第十八章:可可及可可製品，第

十九章:穀類、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類食品;第二十章:蔬菜、果實、堅果

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晶;第二十一章:雜項調製食品;第二十二章:飲料、酒類及酷;

第二十三章: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第二十四章:菸(包括菸

葉及菸類)及菸葉代用品。

2002 年食品產業受大環境影響，食用油脂、酪潰食品、其他調味品業、製茶食品及

菸草業等產業分別較去年產值成長 10% '而且糖果業、製粉業、麵條粉條業等分項產業

成長率也都超過 3% ;不過砂糖業、啤酒與啤酒釀造業、脫水食品業、礦穀業及飼料業等

產業，面對國內整體經濟影響，其產值分別大幅度衰退 40.1 8% 、 38.14% 、 16.33% 、 9.59% 、

5.18% ;佔產值一成的未分類其他食品也衰退 0.76%(示於表 1) 。就 2002 年各項產品生產

價值所佔比例而言(示於表 1) ，以屠宰業(10.1 4%) 、未分類其他食品(10.01%)、不含酒精

飲料業(9.69%) 、飼料業(9.56%)及服穀業(8.38%) 、菸草業(6.89%) 、冷凍食品業(6.5 1%)之

生產價值所佔比例最高並居前六大行業，約佔整體食品業產值之 55.38% 。其次，依序分

別為製粉業(5 .55%) 、乳品製造業(5.12%) 、啤酒業(4.71%) 、烘熔業(3.90%) 、食用油脂業

(3.73%) 。而酒類釀造業(2.90%) 、麵條粉條類食品業(2.60%) 、調味品製造業(2.33%) 、罐

頭食品業(1.71%) 、糖果業(1.32%) 、酪潰食品業(1.08%) 、脫水食品業(0.77%)及砂糖業

(0.66%)則為最低。此外， 2002 年食品業中屠宰業、未分類其他食品業、不含酒精飲料業、

飼料業、輾穀業、菸草業之產值較去年 2.508 億元衰退 0.94%為 2.484 倍元，而結構比則

由 54.88%增加 0.50%為 55.38% ;顯示近兩年主要行業結構中冷凍食品業有衰退而菸草業

有竄起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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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食品業生產價值 單位:新台幣百萬冗:%

行業別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生產價值生產價值 生產價值 各行業所佔比例 與前年比較%

屠宰業 47,918 45 ,433 45,479 10.1 4 0.10 
乳品製造業 21 ,565 23,723 22,967 5.1 2 -3.19 
罐頭製造業 7,694 7,639 7,679 1.71 0.52 
冷凍食品業 34,503 29,520 29,199 6.5 1 -1.09 
脫水食品業 3,488 4,147 3,470 0.77 -16.33 
酪潰食品業 3,480 4,305 4,827 1.08 12 .1 3 

糖果業 6,476 5,616 5,912 1.32 5.27 
烘熔食品業 18,752 17,479 17,484 3.90 0.03 
食用油脂業 14,541 14,268 16,730 3.73 17.26 
製粉業 25 ,073 24,060 24,885 5.55 3.43 
礦穀業 36,975 43,799 39,600 8.83 -9.59 
砂糖業 5,621 4,963 2,969 0.66 -40.18 

味精業 4,714 4,713 4,854 1.08 2.99 
其他調味品業 9,226 9,467 10,443 2.33 10.31 
酒類釀造業 23,956 21 ,038 13,015 2.90 -38 .1 4 
啤酒業 22,176 21 ,514 21 ,125 4.71 -1.81 
不含酒精飲料業 45 ,163 44,674 44,677 9.96 0.01 
麵條粉條類食品業 14,794 11 ,281 11 ,661 2.60 3.37 

飼料業 43 ,876 45 ,226 42,885 9.56 -5.18 

製茶業 2,510 2,489 2,963 0.66 19.04 

未分類其他食品業 47,310 45 ,238 44,895 10.01 -0.76 

菸草業 24,713 26,440 30,919 6.89 16.94 
合計 464,525 457,032 448,638 100.00 -2.99 

資料來源:經濟部， http://www.moea.gov.tw/-meco/statlindex.htm1 o 

關於台灣食品業生產結構方面 ， 2002 年食品業生產價值 4.486 億元，較 1991 年衰退

10.04% ;而該生產價值佔製造業的比率，從 2001 年 6.14% '減少至 2002 年 5.56% '顯示

結構比衰退 0.58% 。生產價值的變動大體上以 1996 年為分水嶺，之前食品業生產價值呈

現逐年成長的狀態;之後，受到國內部分食品業從外銷轉移成內銷(如罐頭?脫水及臨潰

食品)之影響，還有部分食品業(如屠宰業與冷凍食品業)受到口蹄疫衝擊影響，以及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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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後部分主要產業(如冷凍食品業)逐漸衰退之影響。食品業生產價值卻開始逐年衰

退，直到 2002 年生產價值剩下 4，486 億元，比 1996 年高峰時期足足少了 1 ，575 億元(見

於表 2) 。在食品業出口變化方面(示於表 2) , 1991 年食品業出口金額為 870 萬，但 2002

年出口金額則減少到 469 百萬美元，顯示食品業在國際的競爭力隨著時代轉變逐漸

喪失其競爭優勢，促使國內食品業出口的比重逐漸下降。

表 2 1991 至 2002 年台灣食品黨對大陸投資金額、出口金額與生產價值及其變動

年
對大陸投資金額 出口金額 較前期之 生產價值 較前期之

(百萬美兀) {百萬美兀] 變動率 i新台幣百萬冗) 變動率

1991 70 870 498,761 

1992 324 871 0.14% 521 ,717 4.60% 

1993 145 870 一0.1 7% 543,047 4.09% 

1994 117 743 一14.52% 553 ,685 1.96% 

1995 121 661 一 1 1.05% 593,328 7.1 6% 

1996 333 585 一 11 .50% 606,166 2.17% 

1997 70 498 -14.89% 518,008 -14.54% 

1998 58 388 -2 1.98% 491 ,593 -5 .1 0% 

1999 43 397 21.16% 485,406 一1.26%

2000 58 517 30.30% 464,525 -4.30% 

2001 152 488 一5.66% 457,032 一1.61%

2002 353 469 一3.89% 448,638 一1.8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對大陸投資統計;經濟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台

灣也區工業生產統註月報， 2003 年 1 月。

有鑑於此，目前國內食品企業已積極擾升產業技術，著手國際佈局以及強化企業優

勢，以擴展市場的規模。而國際佈局中企業投資算是迅速擴充經營規模之捷懂，因此較

國內多數食品廠商所採用。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資料， 1952 年至 1992 年期

間，製造業中電子電器產業、化學製品業以及基本金屬及製品業分別為對外投資前三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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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隨著政府開放對大陸投資之後，近年資本輸出與外移產業已有變化，食品業對外

投資的金額與日遞增，直到 1991 年底食品業對外投資的件數已達 2，296 件，而投資的金

額更是高達約 17.8 億美元(見於表 2) 0 1997 年受到投資限制放寬與金融風暴影響，約有

1 ， 154 家食品業赴國外投資。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991 年到 2003 年間，食品業

對外投資金額為 2 1.77 億美元，而對大陸投資金額則高達 18.44 億美元，僅次於電子及電

器產品、基本金屬及金屬製品、化學品、塑膠製品與精密器械製造業，排名在第 6 位。

此外，以食品業歷年累積對外投資金額的比例來看，發現食品業大陸投資金額佔累積投

資金額的 5.37% '可見大陸的廣大內銷市場、快速成長的購買力與豐富的生產資源的吸

引力，使得食品業廠商對大陸投資金額不斷的攀升。

參、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

由於要素(如資本或勞動)與財貨均無法能完全在國際問自由移動，因此，資本移動(或

對外直接投資)與賀易間存在相對的互補或替代之關係。若資本外流會增加財貨賀易量，

則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質易呈互補關係;反之，若減少財貨質易量，則對外直接投資與

財貨貿易呈替代關係。其中，直接投資與財貨貿易問的互補關係'可利用部分均衡模型

作分析(示於圓 1) 。

圖 1 為資本移動與財貨貿易之互補模型，本國為完全專業化生產 X財貨，外國為完

全專業化生產 Y 財貨，本國的資本存量為 OC 單位，外國的資本存量為 o'C 單位。假設

資本無法移動下，本國的資本報酬率為鳥，外國的資本報酬率為仇。當資本可自由移動

時，在不考量風險差異下，基於外國之資本報酬高於本園，本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移到相

對較高資本報酬的國家，直到資本報酬相等為止，即本國資本邊際產值 AB 等於外國的資

本邊際產值 A'B. ， 資本才會停止外流，此時國際資本移動量為 HC 。

本國資本外移將使本國的x財供給量減少，而外國的 Y財供給量將增加;此時，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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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價格不變下 'X財的相對價格將會提高，且本國資本邊際產值將由 AB移至 A'B' ， 產

生資本移動下的新均衡點為1"其中 ， H'C 貝IJ為本國實際資本移動量。因X財的相對價

格增加，使得本國實質所得則由 OAlfC增加為 OA'!'mC ' 本國對於 Y 財之進口量也因而

增加;至於外國名目所得則由 O'A'IC 增加為 O'A'J呵， ，其中 ， CmJ 'H' 為本國海外投資

者之所得報酬 ， ml!' 為名目所得增加之部分。由於外國貿易條件惡化，所以外國之實質

所得可能之增減為不確定;如果外國對於 X 進口因資本流入而增加，則資本移動與國際

貿易問呈互補關係。

Pk ..ß_ 
Py 

Pk ..ß_ 
Py 

B 

。 H H'C o' 
圖 1 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貿易互補模型

附註 : l.AB 與 A'B' 曲線為本國資本邊際產值曲線。

2. A'B' 曲線為外國資本邊際產值曲線。

3.縱軸為資本報酬率;橫軸為資本存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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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貿易問關係

之相關文獻

一、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之文獻

過去國內外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研究，多探討製造部門，唯近年方應用於農業部門。

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研究，包含 Vernon 的產品生命循環理論(product cycle the。可) ; 

Hymer (1976)的產業組織理論(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 K吋ima (1973; 1978)的要素

秉賦理論(factor endowment the。可) ; Dunning (1980, 1988)的專有.區位.內部化優勢

(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之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等影響廠商對

外直接投資行為之四個不同分析觀點。其中，以 Dunning 的折衷理論分析的範疇較為廣

泛。因此，過去國內外文獻在決定影響廠商赴海外直接投資因素之研究方面，整體而言，

其理論架構皆依循 Dunning 的區位優勢理論，並旦實證結果發現影響廠商赴海外直接投

資，除了總體經濟因素(例如市場規模、母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經濟成長率、匯率、匯率

變動率、工資及利率)之外，文化與社會因素(例如語言程度及文化距離)及政治環境因素

(例如外國所得稅及生產者等額補貼之稅制)等三方面(Lipsey and We帥， 1984 ; Ning and 

Reed, 1995 ;連怡欣， 1997 ; Gopinath, Pick and Vasava缸， 1998; 1999) 。

然而，上述研究分析大多以不完全市場為前提假說，而無考量經濟理論模型。近年

研究，為了避免在決定影響廠商赴海外投資因素之研究分析上，過於主觀而脫離一般經

濟理論。因此 'B勾o-Rubio and Sosvil1a-Rivero (1994)與 Marcha剖， Cornel1 and Koo (2002) 

以成本極小化理論分別建立西班牙與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型，結果發現國內生產毛額

與對外直接投資關係為正向，貿易障礙與對外直接投資關係為正向;此外，前者研究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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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通貨膨脹率與前期資本存量和對外直接投資關係為負向，但工資、不IJ率與對外直

接投資關係無顯著。後者研究結果發現利率、出口量和對外直接投資關係為負向，匯率

與對外直接投資關係為正向。 Barrell and Pain (1996)以利潤極大化理論發展美國的對外直

接投資模型，研究結果發現國內生產毛額、廠商利潤、匯率效果、相對工資及利率與對

外直接投資關係為正向，短期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關係為負向，但長期則為正向。

二、出口決定因素之文獻

由過去文獻(Gopinath ， Pick and Vasava缸， 1999; Marchant, Saghaian and Vivkn仗， 1999;

Marchant, Comell and Koo, 2002)實證結果，瞭解影響出口因素大致上包含出口價格、國

內生產毛額、匯率、中間投入要素價格、工資、利率及生產者等額補貼等因素。其中，

Marcha肘， Comell and Koo (2002)研究結果發現，當圍內生產毛額、匯率與出口間關係分

別為正、負向時，出口價格與出口間關係則為負向。 Marchant， Saghaian and Vivkner (1999) 

研究結果發現，當國內生產毛頓與出口間關係為正向時，出口價格與出口閉關係為負向。

Gopinath, Pick and Vasavada (1999)研究結果發現，當工資、利率、中間投入價格及生產者

等額補貼出口間關係為負向時，出口價格、圍內生產毛額及匯率與出口閉關係為正向。

三、關於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模型之文獻

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得知，在貿易條件不變下，若國際問財貨貿易處於貿易障礙，

則資本移動將減少國際問要素價格及要素稟賦之差異，使得國際財貨市場的價格趨於一

致，進而減少財貨賀易量及國內生產毛額利益(Mur的ll， 1957) 。但若國際間相對要素稟賦

無差異，並且生產技術無差異、產品或要素市場也無扭曲下，資本要素移動將產生額外

的財貨貿易，如中間投入財貨之出口貿易(Markusen， 1983) 。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

間存在相對的互補或替代之關係。

、
，
J

-A -A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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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間關係亦因研究對象及實證方法不同而有所差異。

Pfaffermayr (1994)以向量自我迴歸的時間數列方法，評估奧地利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出口

間之兩者問動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出口間具有因果關係，並且短

期對外直接投資對財貨出口有顯著正效果。此外， Pfaffermayr (1996)以時間數列橫斷面資

料及迴歸分析法，評估 1996 年奧地利 7 個製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貿易間動態關

係，研究結果發現兩者為互補關係，其中，對外直接投資對財貨出口的衝擊鼓果大於財

貨出口對對外直接投資。

雖然 Pfaffermayr (1994; 1996)考慮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之動態行為，但是理論架構非

以經濟理論為前提，因此容易忽略其他重要總體因素，而喪失重要訊息。因此，為了避

免此問題， Gopinath, Pick and Vasavda (1999)前提假設美國食品加工廠商目標為追求利潤

極大化，以推衍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模型，進一步以時間數列橫斷面資料及迴歸方法，

推估 1982 年至 1994 年期間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財貨貿易聞之靜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對

外直接投資與財貨出口間為替代關係。此文獻與過去最大不同，在於以國外分公司銷售

量作為對外直接投資之變數，但是仍然忽略兩者動態行為所產生效果，此假設易造成變

數解釋力高佑的問題。

為了避免造成變數解釋力高估問題之產生， Egger (2001)將歐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

出口函數轉換為動態模式，以 1986 至 1996 年期間進行評估，研究結果顯示兩者間呈互

補關係;但是，此文獻卻與 Pfaffermayr (1994; 1996)一樣模式設定過於主觀無考量經濟理

論。有鑑於此， Marchant, Comel1 and Koo (2002)以成本極小化理論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模

型，以兩階段最小平方法(two-stage 1east squares method) ，評估 1989 年至 1998 年期間

美國食品加工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為互

補關係;然而，此文獻的模型設定與 Gopinath， Pick and Vasavda (1999)一樣假設對外直接

投資與出口模式為靜態不考量動態行為，忽略前期行為所產生的衝擊效果。

相較之下，國內過去關於對外直接投資之研究，主要為兩個研究課題，一為探討整

體產業或製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總體經濟(例如就業、資本形成與移轉及貿易)影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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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洪麗春(1993a; 1993b)以問卷調查方式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對

外直接投資會影響我國出口、就業與產業結構型態，並且隨著投資型態不同其影響程度

而有所差異。劉祥熹(1998)以迴歸方法，評估外人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貿易與市場結構、

續效之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產品出口產生負的影響。此課題研究大都

無考量經濟理論與動態行為，因此容易產生主觀認定以及忽略其他重要總體經濟因素之

問題。

男一課題則以個別產業進行討論，例如詹明瑛(1994)以 1991 年至 1994 年 7 月底數據

資料，分析我國產業赴大陸投資概況，發現食品及飲料製造業屬前二大投資產業;此外，

發現台灣產品在美國與日本市場之市場佔有率明顯有減少趨勢，相對下大陸產品則倍數

成長，顯示在大陸放寬內銷市場比例限制下，國內對外直接投資將對產品出口產生替代

現象。近年，雖有研究針對個別產業進行研究，但僅以產業關聯表評估對外投資因素，

末以計量經濟模式進行推估。例如，李玉春(1994)以產業關聯程度表分析台商赴大陸投資

對我國製造業之影響，結果發現台商赴大陸投資行為對我國的生產、進口與出口產品結

構產生影響，其中，中間投入與機器設備出口有明顯增加，而傳統勞動密集產業的生產

與出口則明顯減少。由此可知，過去國內對於食品加工業之研究，僅分析對外投資之可

行性、賀易策略及投資概況分析，末考量經濟理論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的動態交

互關係。

基於上述研究，本文前提假設廠商以成本極小為生產目標，進一步推衍國內食品加

工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理論模型，並深入考量兩者問的動態交互關係，以瞭解國內

總體經濟因素對於食品加工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所造成之衝擊效果，以及對外直接投

資與出口闊的交互影響效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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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的實證模型

在模型設定，本文參考 Bajo-Rubio and Sosvilla-Rivero (1 994)與 Marchant， Comell and 

Koo (2002)的研究，以成本極小之目標函數設定「對外直接投資J 及「出口」之實證模式。

一、對外直接投資之實證經濟模型

藉由台灣食品業的生產與總因素投入之趟勢圍(示於附錄中附圖 1) ，發現過去食品業

的生產過程中，產出與總因素投入間趨勢呈現一致成長情形。在生產函數中以

Cobb-Douglas 函數結構中要素變數間設定較為簡易，於實證上較不易產生高度共線性2 。

因此，關於廠商的產出與要素投入間關係，本文將其定義為 Cobb-Douglas 函數型態。其

次，本文進一步定義「園內外產品產量之加總等於總需求量(D )J 之先決條件，並且假

設多國籍企業有兩種的生產型態，一為在國內生產(也)並銷售圍內外，二為在國外生產

(Qf)並銷於當地。

因此，多國籍廠商總成本函數(TC)為與總需求量可定義為:

TC=TCd(Q/)+TC于(Qf)
、
‘
'
，
'
，

l 
i
.
、

D=QcJ +Qf (2) 

2 由於生產函數具有 homogeneous of degree n 並且 convex to the origin 之性質，故較常被

應用的函數型態以 Cobb-Douglas function 、 Translog function '以反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function 為主要。其中， Translog function 因為包含變數的交叉項與平方頃，

故實證上易與~、變數項間產生高度共線性，進而影響整個模型的可信度。 Constant

elastic叮 of substitution function 型態則過於複雜且有理論上的限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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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d 與 α/ 分別定義為國內每單位生產成本以及國外每單位生產成本。此時，設定

TCt/(包，) . TCr(Q 、
昕一τ一 ;αf=一矢午，買IJ第(1)式可重新定義為

~d ~f 

(3) TC= αd(Qd).Qd + αf(Qf ).Qf 

前提假設多國籍企業以成本極小為目標，買IJ多國籍廠商總成本極小化的目標函數可

定義為:

(4) TC =mic{αd(Qd).Qd +αf {Qf).Qf} 

結合第(4)式與第(2)式可得拉式函數(lagrangean function) (示於第(5)式) ;並對 Qd 、 Qf

及 λ 變數作一階偏導數:

(5) L= αd(Qd)'Qd + αf {Qf).Qf + λ(D-Qd -Qf) 

。L一一 =α:， .Qd + 島 (Qd) 一 λ=0ÒQd U _U U , _u 
(6) 

(7) 。L一一 =a'( .Qr +科(Q() = λ=0 
θQf J -J J '-J 

(8) n
υ
 

rJ 
Q 

JU 

Q D M仙
一
臼

丹丹 丹
此時， λ 為拉式乘數(lagrangean multiplier) ;叫 =-4; 再=二三L 0 由第(6)與1第(7)

θQd J θQf 

(9) 

式得到國內外廠商之邊際成本兩者相等，亦即

α; .Qd + αd(Qd) = αí .Qf + αf {Qf)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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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第(8)式，並求解 Qf 與 Qd : 

Qd = IJI . a~ . D -IJI ﹒ (αd 一 αf)

Qf = IJI ﹒ α;-D+VM(昕一 αf)

此時， IJI;;:; 一 1 一假設大於零。
α;， +αf 

(10) 

(1 1) 

因此，最適國外公司產量3( Qf)受到總需求及國內外單位生產成本正向的影響。此

時，最適國外公司產量(Qf)縮減式(reduce form)設定為:

Qf = f(D， αd' αf) (12) 

假設國外分公司生產要素僱用量為勞動(L)與資本(K) ， 則該公司的產出與要素投入

間關係定義為 Cobb-Douglas 的 n 階齊次函數型態4 • 

Qf =Lï .K; (1 3) 

在總成本極小化之生產目標下，拉式函數定義為:

L=wf'Lf+kf'Kf+ λ(Qf - 吟吟) (14) 

的與 kf 分別定義為勞動要素價格與資本要素價格。

3 若的〉αf ' 貝1)廠商會增加國外分公司的產量;反之，的〈αf • 廠商會減少國外分公

司的產量。

4 若 α +b > 1 .表示廠商為規模報酬遞增;反之，若 a+b<1 • 表示廠商為規模報酬遞減。

若 α +b;;:;1 • 表示廠商為規模報酬固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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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對要素投入 L 、 K 及 λ 變數取一階偏導數:f 

~~ =Wr'-Âa(~f)=O 
OLf J Lf 

且一 =kr-Ab(2L)zO
ðK

f 
J 'K

f 

。IL _ _" _.. 
一一== Q( - LU(K~ == 0 θλ f ~fHf 

透過成本極小化一階條件，可得推導 Kf 為:

r r 心 lï{a+b) ./ 

Kr==l(主) . (于)1 .['1/ 的 D+(的一的)]1('肝的
. L a Kf J 

或

K-f; = f(抖 ， PC，)

因此，預期資本存量(K; )受總需求與每單位生產成本(PC，)的影響。

-35-

(1 5) 

(16) 

(17) 

(1 8) 

(1 9) 

基於 Jorgenson 新古典理論之最適資本累積理論，瞭解投資屬於一種動態調整行為。

因此，依據 Koyck 轉換與 B句o-Rubio and Sosvilla-Rivero 的局部調整模型，進一步，推導

t期對外直接投資(FDI， )模型為:

抖，一峙，叫=芝λ(1 一 λY . (K.f.l.j -Kf.,-i-I) 

FDI, == (K f.' - K f.,-I) + δ. Kf.H 

== :L:ri . (K;. t-i - K川_1)+O.Kf ←l
(2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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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j=l; lj=λ(1 一 λ)'

• FDI, = λ K;" + 昕一 λ).K[" 斗，其中 λ為調整係數 'Ô為折舊率。

對外直接投資(FDI)函數可定義為:

FDI, = IfI(K[ ,,) = f(D"PC"K[J_p E>,) 

@t 定義為其他影響因素。

(21) 

最後，關於其他重要經濟影響因素，本文參考前述相關文獻分析，將影響對外直接

投資的重要因素:出口量、利率水準、勞動成本、時間趨勢與前期資本存量納入考量;

並且考量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態行為，將前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納入實證模式。本文將實證

模型式於如下:

FDI, = f(X"Pl，，I，，T，， K[啥叫

其中，

月FDI 、 θ'FDI 月FDI 月Fηf 、月FDI. ðFDI 、
一一一斗主0: 一一一:!..>O: 一一一斗 <0: 一一一斗主 0: 一一一:!_>O: 一一一-LZ
ðX 、 . ðPι. ð1. θT 、 . ðK r . , • ðFD1. ， 、

1 --, --, ~--， .t-I ~- --/-1 

(22) 

外生變數對 FDI 影響之預期符號假設部分。由於最適對外直接投資決定於廠商總成

本高低，以成本極小化角度而言，當地主國勞動成本相對於低投資國時，貝1)勞動僱用量

穩定且勞動成本水準較低的國家，自然較易於吸引外資投入。故本文預期台灣食品業勞

動成本水準(PI， )愈高時，貝IJ對外直接投資將增加，即兩者之關係為正向。影響對外直接

投資因素除生產要素勞動成本之外，同時還包含機制變數，如利率。依據 Marchant， Comell 

and Koo (2002)對美國 1989 年至 1998 年期間之研究發現，利率是公司過去 10 年對外直

接投資相當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將利率水準(1，)視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

之一，並預期利率增加將促使國內對外直接投資減少，即兩者關係呈負向關係。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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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整體產業結構變動是影響廠商的生產決策因素之一，故本文考量產業結

構變動之情形並以時間趨勢(再)作為產業結構變動變數。雖然 Pfaffermayr (1 994 、 1996、

與 Marchar哎， Cornell and Koo (2002)認為出口增加有助於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增加，但是

Gopinath, Pick and Vasavda (1999)卻認為出口增加將會降低本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本

文預期出口(見)波動對投資影響效果可能為不確定;若出口參數估計符號為正，表示出

口與對外直接投資關係呈現互補;反之，參數符號為負，買IJ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關係成

為替代。由於 Cushrnan (1 985)與 B句o-Rubio and Sosvilla-Rivero (1 994)指出對外直接投資

為廠商的一種動態調整行為。因此，本文將前期資本存量(Kt .t- 1 )視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

的影響因素之一，並且預期前期資本存量增加將促使國內對外直接投資增加，即兩者關

係呈正向關係。由於過去文獻在探討 FDI 與出口間的關係皆為靜態分析缺乏動態考量，

此假設產生變數解釋力高估。為了避免此問題，本文考量前期對外直接投資(FDlt_ 1 )變動

對當期的影響。

二、出口之實證經濟模型

多國籍廠商在成本極小化下，其國內公司最適產量(也)為第(10)式。由於圓內公司產

量(也)等於國內需求量 D" 加上國內出口量(X )(等於國外需求重) ，如下:

Qd =Dd +X (23) 

此時，將第(10)式、第(11)式及第(12)式代入上式，則產品出口函數(見)可定義為:

X= (1-IjI' α~). D + 1jI(的一αt)-Dd (24) 

或

X t = f(D， Dd ， PC" φ，) (25)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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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r 定義為其他重要經濟影響因素。

關於其他重要經濟影響因素，本文參考前述相關文獻分析，將影響出口的重要因素:

國內生產毛額、勞動成本、出口價格、時間趨勢、利率水準與對外直接投資納入考量，

並且考量出口的動態行為，將前期出口納入實證模式。本文將實證模型式於如下:

X t = f(FDI"Plt ，I"T"Y" PX"FDI叫 ， Xt一1)

此時，

。!X. _ ðX δXδ!X. ..... _ ðX. _ ðX. ..... _ ðX 
一斗 <0: 一:.:!....<O: 一斗三0:一斗三0: 一一ι<0:一一」主0: 一一ι三0: 一二二L-J
ðY, • ðPlt . ðIt

、， δT， 、 . ðPXt . ðFDIt
、 . ðXt_1

、 'ðFDIt-t 、

(26) 

外生變數對出口影響之預期符號假設部分。本文預期圍內生產毛額刊)與出口閉關係

呈現負向。依據需求法則，得知自身價格與產品需求閉關係為負，因此，本文預期產品

出口價格(PXt )對出口影響為負，即出口價格增加將減少本國產品的出口量。勞動僱用量

對於廠商而言，屬於主要生產要素投入成本之一。由於當廠商勞動投入成本增加時，在

其他要素投入與產品價格不變之下，廠商將會縮減產出，進而降低出口。因此，本文預

期食品業的勞動成本(Plt )對出口影響為負，即食品業的勞動成本增加將減少本國產品的

出口量。本文將利率水準(1，)以及產業結構變動因素也就是時間趨勢變數何)視為影響出

口主要因素之一。由於前述相關文獻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的關係因研究對象而

有所差異。因此，本文預期前期(FDIt-I )與當期對外直接投資(FDIt )對出口影響效果可能

為正或負;若出口參數估計符號為正，表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關係呈現互補;反之，

參數符號為負則為替代。為了避免變數解釋能力高估，本文考量出口動態行為，將前期

出口(Xt_ l )因素視為影響變數之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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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來源

為因應海外投資環境變遷，台灣於 1991 年開放台灣投資者赴中國大陸投資。因此，

本文以中國大陸為對象，實證研究的觀察期間起迄於 1991 年至 2002 年的季資料，計 48

筆樣本資料。本文實證所引用變數定義、資料來源與處理，編列於表 3 。

表 3 FD/， 與 X， 聯立模型之變數意義與資料處理

變數
變數意義平均值 標準差

代表
資料處理 資料來源

FD/, 對外直接 1018498 1268135 食品加工業對大陸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í中

投資金額 華民國華僑及外國人技術合

(單位: 1000 元新台作、對外直接投資、對外技

X, 

R 

Pl, 

/, 

投資

出口量

本國國內

生產毛額

食品業勞

動薪資

利率

幣) 術合作統計月報及年報」。

25608927 5301857 食品加工出口量 財政部統計處， í中華民國

(單位:公斤)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月
報」

2008428 325724 名目國內生產毛額 AREMOS 經濟統計資料庫

(單位:百萬元新台系統一台灣地區 IMF 、 IFS

幣) 格式金融統計資料庫

107.87 18.173 食品飲料業的單位行政院主計處， í中華民國

勞動生產成本指數台灣區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

(單位:新台幣) 報」。

5.997 1.747 本國名目利率 與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í中

(單位: %) 華民國台灣地區金融統計月
報」

PX, 產品出口 5.34 1.1 44 食品加工出口價格財政部統計處， í中華民國
價格 (單位:新台幣/公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月

斤)報」。

Kr 實際資本 136088 62293將民間製造業固定資 AREMOS 經濟統計資料庫

存量 本形成 系統一台灣地區 IMF 、 IFS
(單位:百萬元新台格式金融統計資料庫

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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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FDI， 與 X， 聯立模型之變數意義與資料處理(續)

變數
變數意義平均值 標準差 資料處理

代表

KJ，t-1 第 t 一 1期
實際資本

存量

FDI卜l 前一期對
外直接投

資

X叫 前一期出
口量

R 時間趨勢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r中

華民國華僑及外國人技術合

作、對外直接投資、對外技

術合作統計月報及年報」

同上

財政部統計處， r中華民國

台灣地區進出口賀易統計月

報」

附註:食品加工的出口價格衡量方式為凹，= L: hki' P~ ; 九為 k 產業最終需求中 i 產品

份額。 p; 為 t 期產品 i 的產品出口價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陸、實證方法與結果分析

為解決模型設定上可能疏漏之經濟變數及其他不可計的隨機因素所產生之誤差，本

文將模型加入隨機殘差項(random disturbances)以解決此疏漏問題;亦即將可能遺漏變數

或不可計因素歸併於隨機殘差項。由於所引用資料為時間數列，為避免經濟變數隨時

間經過呈指數成長以及隨機漫步(random walk)情況。本文將模型之實證變數轉為自

然對數(naturallogarithm)並以線性型態(linear form)改寫，如下:

FDI, = α。 +αIX， + α2Pl， + α/， +α♂ +αsKJ，'_1 + α6FD1t-I + μ， (27) 

xt= 戶。 +β'IFDI， +β2月， + ß/, + ß4T, + βs y， + ß6 PX, + β'7Xt-I + ß8FD1←1+ 只 (2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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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三0;α2> 0;αJ < 0;α之0;α5> 0;α6 三 0;

β1 三0;β2 < 0; ßJ 三 0;ß4 三0;β5 < 0; ß6 < 0;β7 三o ;ßS 三。

其中，叫與 ξ 定義為殘差項。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在 FDI與出口互動關係中，觀察兩者間交互關係以及其他總體經

濟的衝擊效果。由於兩者間的互動影響錯綜複雜，非單一方程式所能解釋。因此，將 FDI

與出口方程式聯立，建立系統模型(system model) 。

在進行推估之前，本文對模式作「認定J (identification)檢測(Judge et al., 1988) ，經

rank condition 檢測第(27)式(28)式皆為被認定(identified) ，且 order condition 槍測也皆為過

度認定(over identified) 。因此，本文將利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進行推佔以獲得參數估計

值。在估計過程中，由於前提假設模式的誤差項不真序列相關及變異數異質性之現象，

因此，本文將以 Breusch-Godfrey LM test 與 ARCH test 分別對誤差項序列相關及變異數異

質性作檢測，結果示於由表 4。表 4 顯示此兩方程式的 Breusch-Godfrey LM test 之 p-value

值均大於 10%顯著水準，可見兩式誤差項均不具序列相關，符合先前假設。此外 'ARCH

test 之p-value 值也均大於 10%顯著水準，可見兩式誤差項也符合先前變異數齊一性之假

設條件。

表 4 模式誤差頂檢測結果

模式 Breusch-God食ey LM test ARCH test 

FDI, N*R-squared = 3.909 p-value = 0.1 41 N*R-squared = 0.349 p-value = 0.554 

X , N*R-squared = 5.860 p-value = 0.1 18 N*R-squared = 0.363 p-value = 0.5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聯立方程式，內生變數(endogenous variables)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量;而外生

變數(exogenous variables)貝Ij包含本國的國內生產毛額、食品加工業的單位產出勞動成本

指數、本國市場利率、食品業的出口物價指數、第 t 一 1 期資本存量、時間趨勢、第 (-1 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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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及第 1 -1 期出口量共八個外生變數。經由三階段最小平方法推估，其結果

示於表 5 。

表 5 實證結果

模式 解釋變數

截距頂 X , Pl, 1, T, K 1.'-1 FDlt-I R2 

FDI, 11.402 0.140 3.202. 一1.765. 0.069 1.1 64. 0.429. 
(0.968) (0.191) (1.919) (-1.676) (1.501) (1.651) (1.918) 0.218 

截距頂 FDI, Pl, 1, T, r; PX, X'_I FDlt-I R2 

X, 60.135 -0 .010 -0.385. 0.467. -0.053. -3 .474. -0.878. 0.159 -0.039. 
(4.901) - (-0 .050) (-2.514) (3.194) (一3.902) (-4 .003) (-3.374) (1.229) (2.086) 0.8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表示係數估計值在 5%顯著水準其顯著。 2.括弧內為 t 統計值。

由表 5 得知，在對外直接投資方程式的實證結果顯示，產出勞動成本、本國利率、

時間趨勢、 1-1 期資本存量與 t 一 1 期 FDI在 5%水準下對 FDI 真顯著性。產出勞動成本與

FDI 間關係為正，顯示傳統勞力密集之食品業面對高額勞動成本時，將增加對大陸 FDI

以降低生產成本。此問題誘使國內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生產萎縮，且在大陸投資及生產

取代一部份的國內生產，形成食品產業空洞化，進而減少本國勞力密集產業的就業機會，

促使我國產業結構不斷朝向技術、資本密集產業發展的趨勢。利率水準與 FDI 間關係為

負，顯示本國利率水準變動，對食品加工業 FDI 衝擊妓果為負;亦即政府採取擴張性貨

幣政策刺激國內消費，促使利率水準降低並且誘使國內 FDI增加。時間趨勢與 FDI 間關

係為正，顯示隨著時代更替，食品業 FDI逐漸增加;亦即隨著社會結構變遷，國內產業

結構逐漸由勞動密集的傳統產業(食品業) .走向資本密集科產業發展。

此外 • 1 一 1 期資本存量與 FDI 間關係為正，顯示 1-1 期資本存量增加，將誘使當期

圍內 FDI 增加，可見國內食品業廠商投資逐漸以大陸作為拓展市場中心。卜 1 期 FDI 與

當期 FDI閉關係為正，顯示當前期食品業 FDI增加時，將帶動當期廠商 FDI; 亦即食品

業台商隨著大陸經濟改革後，便存在先佔優勢的進入策略，前仆後繼的前進大陸。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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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優勢與過去學者部分研究結果一致。然而，出口量與 FDI 間關係為正但不顯著，顯示

台灣的 FDI 與出口量問呈現的互補關係不明顯。由上述結果顯現勞動成本、資本存量及

前期 FDI對資金流入大陸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但利率水準則為負向影響。

出口方程式的實證結果顯示，產出勞動成本、本國利率、時間趨勢、本國的國內生

產毛額、食品業出口價格與 t-1期 FDI在 5%水準下具顯著。產出勞動成本對出口量影響

為負，顯示國內食品業隨著勞動成本提高，將減少國內生產;此時，食品廠商若欲繼續

生存勢必將部分的生產轉移至大陸，以降低生產成本，維繫其存活及其經濟規模。本國

利率水準與出口量關係為正，顯示國內政府若踩行刺激圍內總合需求政策(如擴張貨幣政

策) ，將促使國內利率降低，誘使減少國內出口量，將直接衝擊到食品業出口量。時間趨

勢與出口量關係為負，顯示國內食品業的國際競爭力隨著時代轉變逐漸喪失其競爭優

勢，以及促使國內食品業出口的比重逐漸下降，進而導致食品產業外移。

此外，本國的圍內生產毛額與出口量問關係為負，顯示國內購買力大小對本國食品

業出口有負面衝擊;亦即當台灣購買力逐漸增加時，將誘使國內食品出口量減少，此結

果符合本文的預期結果。食品業出口價格與出口量關係為負，顯示出口價格增加將減少

國外對國內食品產品需求，此結果符合需求法則。 t-1期 FDI 對出口量影響為負，亦即

食品業的資金外流，使得該產業的外銷量有下降趨勢;顯示前期 FDI 增減對當期出口量

有顯著替代關係。。

梁、結論

本文冒在於建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模型並利用聯立體系方程式，檢測食品業之

FDI 與出口間交互關係。以 1991 年至 2002 年季資料進行實證推估，由 FDI 模式實證結

果發現，隨著時代更替，食品業若欲藉由增加對大陸投資以降低國內生產成本之時，

則將促使國內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生產萎縮;亦即食品業廠商在大陸投資生產之行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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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取代部份國內產品之生產，促使國內形成食品產業空洞化，進而減少本國勞力密集產

業的就業機會，並且促使我國產業結構不斷朝向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來發展。因此，隨

著社會結構變遲，國內產業結構將逐漸由勞動密集的傳統產業，走向資本密集產業

發展。

由出口模式結果發現，國內食品業隨著勞動成本提高，食品廠商若欲繼續生存，貝IJ

勢必會將部分的生產轉移至大陸以降低生產成本，維繫其存活及其經濟規模。此時，若

國內政府欲採行政策以刺激圍內總合需求，將直接衝擊到食品業出口量。此外，隨著時

代轉變食品業逐漸喪失其國際競爭優勢，誘使國內食品業產品出口的比重逐漸下降，進

而促使食品產業外移。而其中前期 FDI 增減對當期出口量之影響呈現替代，顯示食品業

對大陸直接投資勢必減少日後本國食品業的出口量。因此，大陸的開放政策使台灣食品

業資金的流出持續受大陸所吸引，進而明顯減緩台灣食品業出口比重。

除上述現象瞭解外，本文根據實證結果，對於政策面與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一、政策面建議

由上述實證結果發現，隨著時代更替，當食品業增加對大陸 FDI 同時，將誘使

國內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生產萎縮，且在大陸投資及生產取代一部份的國內生產，進而

減少本國勞力密集產業的就業機會。此時，若政府能對台商匯回的盈餘給予某種程度的

優惠或是強化本國投資環境，將避免資金加速外流，有助於落實台商「根(資金)留台灣」。

因此，台商赴大陸投資所引發的長期資金外流問題，就非想像中的嚴重。至於產業外移

短期內會造成就業上衝擊，但政府若採取政策應對措施讓其他國內相對比較利益較高的

產業加速發展，以彌補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至於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由於對利率水

準真負面之影響，故政策採行上尤其應趨於謹慎，從事較為全盤性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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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相關研究建議

此外，由於資料的限制，本文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並末將相對國家之相對

因素，如相對成本等加入考量。未來研究可採用國家別將此類因素加入探討，並利用動

態落差模式，以進行更為詳盡的動態因果關係檢定分析。而因本文僅就台灣進行實證，

故於模式設定方面，診斷結果雖顯示本文所配適之模式能正確地描述所研究之時間序列

特質，但應仍有修正空間。此外，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中，除本文模式中所提列

之屬量性外生變數外，政治因素、制度因素、法律因素等屬質性因素實亦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未來研究可將這些因素加入並進行實證，以使直接投資之決定因素得以一般化。

錄附

, 1
、
1

，

』• 

.. 、

兩-. 、

' , ' ' , ' , ' , 
d ' , 、

% 

100 , 

' , , 
dv 

d' , ' , 
' 

aF 

dv 

-
-
-
「

l
l
y
i
I
i
I
l
l
i
-
-
I
P
-
-

'
、d
A
U
F

、
d

nynyos 

80 c_一→一_L ι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斗一→一→一一」一 -'---__J...........一」一一斗 • • 一

1981 1982 1983 19叫14 1985 1986 1987 1988 191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2000 2001 

(主;三壘盟主要重重草草云亟主聶區區造銷區聶亟X福數1 時間

附團l 食品業的生產力與總因素投入指數之趨勢圍

(27) 



一 46- 台灣食品業對大陸投資與貿易間交互關係之研究

(~女件日期為 92 年 12 月 12 日，接受日期為 93 年 4 月 27 日。)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l 李玉春， 1994' í多國籍企業論 J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204 : 38-42 。

2. 洪麗春， 1993a' í我國對外投資政策之研究(上)J '研考雙月刊， 4 : 56-63 0 

3. 洪麗春， 1993b' í我國對外投資政策之研究(下)J '研考雙月刊， 6 : 55-62 。

4. 連怡欣， 1997' í外人對台直接投資影響因素之總體分析J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碩士論文。

5. 詹明瑛， 1994' í兩岸經貿交流之發展與課題J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204 : 26-31 0 

6. 劉祥熹， 1998' í直接外人投資、貿易及其與市場結構、績效之關聯性一臺灣地區製

造業之個案分析J '經濟研究， 35 : 185-213 。

二、英文部分

1. B句o-Rubio ， 0., and Sosvi1la-Rivero, S. , 1994,“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rnent in Spain ,1964-1989",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61: 104-120. 

2. Barrell, R., and N. Pain, 1996, “An Econome甘心 Analysis of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rnent", Review 01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200-207. 

3. Cushman, D. 0., 1985,“Real Exchange Rate Risk, 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rnent," Review 01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297-308. 

4. Dunning J.旺， 1980,“Toward an Ec1ectic Theory of Intemational Production: Some 

(28) 



農業經濟半年刊， 76 期，民團 93 年 12 月 -47-

Emp仕ical Tests," Journal ol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 :9-31. 

5. Dunning J.H. , 1988,“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m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l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 1-31. 

6 Egger, P., 2001,“European Exports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Dynamic 

Panel Data Approac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37:427-449. 

7. Gopinath, M. , D. Pick, and U. Vasavada, 1998,“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Trade in The U.S. Food Processing Indus甘y" ， American 

Journal 01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80:1073-1079. 

8. Gopinath, M. , D. Pick, and U. Va卸savada丸， 1999久，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U.S.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Economics , 81:442-452. 

9. Helpman, E. , 1984,“A Simple Theory of Intemational Trade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Po /itical economics, 92:451-47 1. 

10.Hymer, S. 旦， 1976, The International C。中oration 01 National Firms , Cambridge, MIT 

Press. 

11 .Judge, G. 丘， W. E. Griffit恤， R. C. Hill, H. Lütlepohl, and T. C. Lee, 1988,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01 Econometric, 2nd ed. New York: Wiley, 622-630: 

12.K句ima， K. , 1973,“A Macroeconomics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 Journal 01 Economics, 14: 1-12. 

13.Kojima, K., 1978, Direct Fore伊 Investmen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4.Lips句，R.， and M. Weiss, 1984,“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ofIndividual Firms", The 

Review 01 Economics and Statist帥， 66, 304-308. 

15.Marchant, M. , S. Saghaian, and S. Vickner, 1999,“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U. S. Processed Food Firm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2: 131-143. 

16.Marchant, M, D. Comell, and W. Koo, 2002,“Intemational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Journal 01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34:289-302. 

17.Markusen, J. R. , 1983,“Factor Movements and Commodity Trade as Complements", 

(29) 



一 48一 台灣食品業對大陸投資與貿易間交互關係之研究

Jour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 341-356. 

18.Mundell, R. , 1957,“Intem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4:321-335. 

19.Ning, Y., and Reed, M. R., 1995,“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U.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Food and Kindred Products", Agribusiness, 11: 78-85. 

20.Pfaffermayr, M. , 1994,“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s: A Time Series Approach" , 

Applied Economics , 26:337-35 1. 

21.Pfaffermayr，卸1.， 1996,“Foreign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s in Austrian 

Manufacturing: Substin泌的 or Cornplements? ", Weltwirtschaftlich臼 αrchive， l32:501-52 1. 

(30) 



農業經濟半年刊， 76 期，民國 93 年 12 月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rect Investment to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ood-Process Industries of Taiwan 

ShllEChen Charlg* 

Abstract 

Key words: food 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位nent， the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JEL classification: E24, F21 , F4, F41 

-49-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China and intemational trade in Taiwan. We cons甘uct a simultaneous-equation model to 

estim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mational 虹ade based on a cost-rninirnizing condition 

by using quarterly data from 1991 to 2002. The empirical result of FDI equation shows that if 

food-process firms increase FDI for China to decrease the production cost, then they will 

decrease the production and opportunity of employment for traditional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Moreover, this situation will change Taiwan's industry structure 企om

labor-intensive to capital-intensive. The empirical result of export equation shows that if 

food-process firms want to survive or extend their econornies of scale, then they should 

transfer parts of domestic production to China in order to decrease cost. Moreover，也is also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 substitut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of previous period and export 

quantity of curr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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