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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意涵 

那些因素促使台商轉進東南亞? 高階主管的決策思維如何影響台商轉進策略與全球布局?研究結

論指出主要的驅動因素，同時也浮現台商經營邏輯的改變。在驅動因素的結論顯示政策、法規、貿易

協定、地理、文化、生產要素、市場潛能等是驅動台商轉進的主要「推力」與「拉力」因素。但中國

體制因素是主要的推動力量，如大陸的政策、法規調整提高整體營運成本，以及中美貿易戰影響全球

布局等，促使廠商尋找其他如越南或其他新興國家的生產基地，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但吸引台商轉

進時候，除了考慮制度誘因外，地理文化等也是重要的吸引力量。研究結果顯示越南在政策租稅優惠、

所得稅法、貿易協定簽署數量、地理位置優越、土地成本及勞動力成本等，從原料到在製品，再到成

品出口的所有流程都有一定程度的優勢。在台商敏捷的經營邏輯面向，本文也發現低成本思維已慢慢

轉變，已不只以成本優勢為唯一的考量；如「大陸內銷、越南外銷」的跨國佈局，顯示內需市場的關

鍵影響。又目前越南供應鏈尚不完整，但善用中國大陸與越南地理優勢，整合跨國或跨區供應鏈，都

是台商的靈活性與彈性思維的具體呈現，也是未來台商全球布局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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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商在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蓬勃發展，中美貿易戰發生後，更成為台商思考轉移或分散風險

的焦點。東協國家中，越南是最多台商選擇的地點。過去有關台商投資地點選擇因素，較著重台商到

大陸或台商到東南亞的單方向研究。本研究主要探討台商從中國大陸轉進越南的投資選擇因素，以制

度理論與新興市場廠商跳板觀點為理論基礎，探索「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推力」

與「拉力」，如何影響台商自中國大陸轉進越南的決策。採取質性個案研究，選定在大陸設廠後再轉

進越南都有設廠的台商製造業，以半結構化問卷訪談 5 家台商企業在台灣、中國大陸或越南的主管。

藉由專家效度與次級資料的三角驗證，增加本研究的信效度。資料分析的結論，除了與現有理論對話

外，也藉由訪談更實際地瞭解跨國投資的思考方向，有助於在這樣全球化的時代，更深入的瞭解台商

全球佈局的決策因素，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討論研究與實務意涵，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字：台商、跳板觀點、制度理論、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廠商 

Abstract  

The investment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recent years. Since the China –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occurred, investing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especially become a big issue for Taiwanese firms to consider their plants transferring in order to 
diversify risk. Vietnam is the place most Taiwanese firms choose among ASEAN countries. Prior researches 
about Taiwanese firms’ locations selection focused more on one-way transfer from Taiwan to China or from 
Taiwan to Southeast Asia.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location decisions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who 
have been transferring from China to Vietnam. Base o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merging market’s 
“springboard view”,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how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resulting in 
“push” and “pull”, have been influencing the decision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to relocate their factories 
from China to Vietnam.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multiple cases study, th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rom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Taiwan, China and Vietnam with top managers 
from five Taiwanese firms whose plants were in China and lately commit themselves in Vietnam. Expert 
validity and triangle verification of secondary data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tud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we understand more practically the thinking direction of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which will help us figure out the decision-making factors of the global location selections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Keywords：Taiwanese enterprises, Springboard view, Institutional theory, Emerging Market, EM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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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新興市場廠商(Emerging Economy MNE, 以下簡稱 EMNEs)快速擴張與崛起的現象吸引國際企業

學者重新評估國際企業的研究焦點 (Deng, Delios, & Peng, 2020; Luo & Zhang, 2016; Meyer & 
Thaijongrak, 2013; Paul & Benito, 2018)，因為新興市場與新興市場廠商 EMNEs 國際化過程中，所面臨

的挑戰，顯然與傳統的先進歐美日多國籍企業不同(Li & Fleury, 2020)。中國、印度等金磚四國為新興

市場代表國家，因此有關 EMNEs 的研究背景集中於中國大陸、印度等(Luo & Zhang, 2016; Paul & 
Benito, 2018)。然而東亞國家，新加坡、台灣、香港與南韓，以及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

以及印尼等國家或經濟體廠商國際擴張的動機、軌跡、歷程策略與來自 BRIC 的 EMNEs 明顯不同 (Luo 
& Tung, 2007; Luo & Zhang, 2016)。例如早期赴中國大陸發展的台商，近年轉進東南亞各國，因此引發

本文的研究興趣，探討台商轉進決策的影響因素，具體來說，如何解釋推動台商離開中國大陸的力量，

以及台商轉進東南亞國家的吸引力。 

近年來，全球化發展迅速，國際市場的變化更是多元且複雜，企業若想擴展版圖，走向國際是必

然的發展趨勢，而以往的發展模式大多是由已開發先進國家進入新興市場，隨著全球化發展，新興市

場的廠商也開始跨國經營，成為新興跨國企業。中國大陸經濟開放後，台商大量前進中國大陸，但近

年因中國政府在政策制度上大幅度調整，同時東南亞國家經濟逐漸起飛，勞動等成本相對較低，加上

政府推動的南向政策，這些因素促使台商前往東南亞國家做拓展。中美貿易戰發生後，更成為台商思

考轉移或分散風險的焦點。東協國家中，越南是最多台商選擇的地點。過去有關台商投資地點選擇因

素，較著重台商到大陸或台商到東南亞的單方向研究。台商此舉是因爲中美貿易戰而受到影響、還是

因爲政府政策呢？引發各領域學者以及投資者開始思考 (吳佳勳，2018)。 

台灣政府在 1990 年代首度制定南向政策，鼓勵台商的海外投資方向往東南亞轉移。然而 1997 年

亞洲金融風暴後，許多台商自東南亞各國撤資。2016 年，再度啟動「新南向政策」，再次鼓勵台商往

東南亞發展。首次的南向政策，並未對台商在東南亞各國投資產生重大吸引力，台商持續在中國紮根。

但因近年來中國當地政府因勞動成本上揚及政策改變，迫使很多台商漸漸移轉到東南亞國家做佈局。 

著眼於大陸經營成本逐漸提升，台商因自身獲利能力之考量，選擇遷移到其他國家進行設廠投資

的同時，中美貿易戰的發生更加劇台商選擇投資其他國家的意願。許多台商看好新興市場像東南亞市

場或是南美市場，就如歷史中曾看好大陸市場一樣。影響台商轉進決策的因素，不是單一時機或單一

因素可以解釋。到底哪些因素影響台商轉進決策？哪些是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引此引發本計

畫的研究問題「中國大陸台商轉進新南向國家的策略性考量因素為何?」。在中美貿易戰爭與政府新南

向政策的背景之下，觀察台商轉進東南亞的趨勢。 

在探討EMNs跨國營運時，制度理論是常被引用的理論觀點(Deng et al., 2020; Deng & Zhang, 2018; 
Luo & Zhang, 2016)，因為 EMNs 海外直接投資決策動機同時會受到母國與地主國制度因素的影響(Paul 
& Benito, 2018)。而新興市場廠商以國際擴張為跳板，快速獲取關鍵資源的跳板觀點，指出 EMNs 海
外直接投資決策同時受到推力與拉力的影響 (Luo & Tung, 2007; Luo & Tung, 2018)。因此本文以制度

理論與新興市場廠商跳板觀點(Springboard)為理論，探索「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

「推力」與「拉力」，如何影響台商自中國大陸轉進越南的決策。具體來說，探索推動台商轉進的本

質因素?台商轉進地點選擇因素？台商為何選擇東南亞?為何選擇越南?以及探討台商進入越南動機為

何? 

以下，本文將回顧南向政策、新興市場廠商國際化相關的跳板觀點與制度論。接著介紹本文研究

設計與個案選擇。最後根據資料分析，提出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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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究台商轉進越南決策因素，首先了解中美貿易戰爭與南向政策相關的制度環境背景。因越南

與中國大陸皆屬新興市場，因此回顧影響 EMNs 跨國投資的跳板觀點與制度理論。跳板觀點指出「push」
和「pull」兩種力量，再根據制度理論將主要影響因素，區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因素，架構出本文

研究架構，作為後續資料蒐集與分析的依據。 

一、中美貿易戰爭與南向政策 

受到中美貿易戰爭影響，投資中國大陸外商(含台商)開始思考自大陸轉進與全球布局，而(新)政府

南向政策也著眼於鼓勵台商南向投資。 

(一) 中美貿易戰 

大陸經營成本逐漸提升，台商選擇開始遷移到其他國家設廠投資時，中美貿易戰更加劇台商轉進

其他國家的意願。2018 年 1 月美國川普政府宣佈 301 調查結果，讓 301 條款、中美貿易戰等 1980、
1990 年代的歷史名詞再次回到世界舞台(中央通訊社，2018)。根據美國綜合貿易與競爭法 301 條款，

美國總統可申訴或自主決定對外國政府「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貿易措施發起「301 調查」，並採取單邊

制裁措施，如撤銷貿易優惠、徵收與受損規模相當的報復性關稅等。301 條款是片面制裁手段，美國

在 1970、1980 年代常用「301 調查」手段處理對他國的貿易逆差。 

1990 年代，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崛起並積極投入全球市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漸擴大。美

國曾在 1991 年、1994 年及 1996 年分別對大陸啟動「特別 301 調查」。三次中方都在美方公布報復清

單後同樣以報復清單回敬，但三次最終都透過談判解決，達成三項智慧財產權協議。除智慧財產權問

題，美國 1991 年也曾針對大陸對美國商品進入大陸市場設置不公平貿易壁壘，啟動 301 調查，並在

1992 年祭出價值 39 億美元的報復清單，最終達成協議，大陸承諾未來 5 年內對美國商品取消進口壁

壘 (Mayeda, Miller, & Weinstein, 2018)。 

2010 年，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根據 301 條款提出申訴，要求美國政府對大陸綠能工業啟動 301 調

查，最終美中雙方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達成協議，未採取任何貿易制裁措施。不過，美中雙邊經

濟安全會議中持續討論的智慧財產權議題，遲遲沒具體進展，加上至 2017 年美國對大陸貿易逆差持

續擴大達 3360 億美元，川普上任後，對 WTO 的不信任，讓美中以及全球貿易陷入險境。 

中美貿易戰爭提升在中國大陸外商的經營成本，許多外商自大陸撤資。但在中美貿易戰開始之

前，就有許多企業離開中國大陸，落腳東南亞。這當中所存在的因素除了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政策

外，是否還有其他決定性的因素呢? 換言之，中美貿易戰爭是台商(或外商)轉進的催化劑，但其根本

影響因素更須進一步探討。 

(二) 台商西進 

從政府開放國人到中國投資以來，中國成為國人主要海外投資地區，不管是投資金額與廠商數量都

遠高出其他國家或地區。近年來，因中國大陸產業政策調整與生產資源的排擠效應，導致中國大陸投

資經營風險提高，但大陸台商跨國移動的趨勢仍不明顯，多數台商還是選擇留在中國大陸。2012 年經

濟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兩岸簽署 ECFA 之後，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的趨勢並未減緩。只有部分傳統勞力

密集的產業會外移至東南亞國家，而其最主要原因是為了壓低生產成本(辛炳隆等人，2013)。 

但是近幾年，台商對大陸的投資布局逐漸下滑，台灣對中國大陸（包含香港）投資額在 2010 年達

到巔峰，約 146.2 億美元。早期勞動成本優勢是大陸吸引台商的重要因素，由於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

變遷，尤其是工資上漲帶來壓力，已影響部份台商的投資意願，開始降低在生產與市場上對中國大陸

的依賴。自 2015 年，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逐漸下滑(溫芳宜，2019)。近年來，新興市場快速成長所

伴隨的龐大內需，具有人口紅利、中產階級人數應相對的持續增加的優勢，再加上中國大陸投資環境

惡化等因素，促成近年台商加速布局東協各國及印度市場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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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商南進:「南向政策」與「新南向政策」 

政府分別在 1993 年與 2016 年推動南向政策與新南向政策。1993 年間的「南向政策」，期望以同

樣低成本的東南亞來分散一昧投資中國大陸的風險，根據學者研究可區分為三大階段 (陳尚懋，2016)。 

第一波南向政策於 1990 年代初期展開: 

1992-1993 年期間台灣企業大規模投資中國大陸的，形成所謂的「大陸投資熱」，一是為了避免台

灣的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二是爭取東南亞國家在政治上對台灣的支持；三是企圖透過南向這塊跳

板，獲得更大的國際活動空間。政府開始鼓勵台商南向投資，這個階段南向政策的實施使台商在東南

亞國家的投資逐年遞增，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台灣資本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第二波南向政策介於 1990 年代後期: 

1998 年 3 月，行政院通過《加強推動對東南亞經貿合作行動方案》。希望減少台商對中國大陸投

資，同時發展東南亞國家實質關係。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自 1998 年 9 月，政府表示將不再鼓勵國

內企業廠商至東南亞國家投資，第二波南向政策未取得有效成果而戛然終止。 

第三波南向政策起於 2002 年 8 月至 2008 年 5 月: 

時任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重提南向政策，為了避免投資過於集中在中國大陸，政府將持續推動南

向政策。台灣廠商赴東南亞投資，除看中當地低廉的人力與土地的取得成本，東南亞為數眾多的人口，

也是一處值得深耕的內需市場。因此同年 7 月，陳水扁總統出席「亞洲台灣商會會議」，要求台商致

力東南亞投資，政府將透過融資、稅收、行政輔導等具體措施協助，鼓勵台商投資東南亞，分散台商

對中國大陸投資，避免台灣經濟的過度依賴中國大陸。 

(四) 2016 新南向政策 

2016 新南向政策主要為東南亞以及大洋洲諸國 (仇佩芬，2016)。我國在新南向政策之前就與東南

亞市場有經貿上的往來，但普遍的台商都視為生產基地，對於在地的內需市場或是消費習慣並不太了

解，近年來，東南亞各國快速提升經濟狀況，外資大量引進，消費水準較之前提高許多，形成龐大的

內需市場，並在新興國家中成為閃亮之星。透過「新南向」改變之前主要是生產、出口、代工模式為

主，轉型成國與國之間的產業合作，貿易雙方互惠，讓新興市場成為我國貿易對象之一。而在未來，

要從原本都以成本為導向的策略轉移成擴張市場策略，也要提升產品的競爭優勢和附加價值。 

(五) 小結 

自 1990 年後，中國的改革及領導人對外的開放，台商的投資中國大陸，一直到現在都是台灣最

重要的對外投資地。因與大陸產業關聯性高，許多台商在大陸投資，且有許多對大陸出口的中間財所

製成產品最終銷售到美國，根據經濟部提供資料，台灣 2018 年輸往大陸(含香港)中間財金額為 1133.2
億美元（約新台幣 3.4 兆元），占台灣輸往大陸（含香港）總出口額 86.97%，扣除 WTO ITA 資訊科技

協定項目後約 292.3 億美元（約新台幣 8,769 億元）。 

美國對大陸制裁，台商不可避免會受衝擊，分散生產基地與市場，應為因應策略之一。離開大陸

而返國或轉進新興市場為台商的優先策略考量。新南向政策幫台商解決租稅協定、投資保障協定，以

及台商的人身安全等問題。此政策有助台商的策略佈局，接下來回顧新興市場、跳板觀點與制度理論，

嘗試了解影響台商轉進的策略因素。 

二、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廠商(Emerging Economy MNE, EMNEs)快速擴張與崛起的現象吸引國際企業學者重新評

估國際企業的研究焦點 (Deng et al., 2020; Luo & Zhang, 2016; Klaus, Meyer, & Thaijongrak, 2013; Paul 
& Benito, 2018)，因為新興市場與新興市場廠商 EMNEs 國際化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顯然與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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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歐美日多國籍企業不同(Li & Fleury, 2020)。 

中國大陸與越南是本文的研究背景，也都屬於國際企業研究領域所指稱的新興市場 (Emerging 
Markets)。世界銀行經濟學家 Antoine van Agtmael 在 1980 年首先提出新興市場一詞，並指出其願景“A 
set of promising stock markets, lifted from obscurity, thereby attracting the investment they needed to 
thrive.” (有前途的股票市場，從默默無聞中浮現，從而吸引他們茁壯成長所需的投資)。但未引起太多

的關注，直到 1987 年 MSCI 制定了新興市場指數後才逐漸吸引投資人的投資 (Schneider, 2018)1。 

自從 1990 年開始，新興經濟體 (Emerging Economy) 或新興市場 (Emerging Markets) 用語逐漸取

代開發中國家 (Developing Countries) 這詞，隨著新興市場的貢獻率提升也讓人們領悟到新興市場的

重要性，佔全球貿易量 48%，GDP 也佔約全球的 50%，綜合上所述，新興市場可以用幾點特徵去解釋: 
發展中的國家，人均年收入處於中低水準及經濟快速成長。 

超過 120 個新興市場參與了對外直接投資，目前有超過 30,000 家跨國公司總部設在這些經濟體中 
(Chaisse, 2017)。新興市場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從 1980–1985 年的約 10 億美元上升到 2015 年的 4090
億美元，排名前 20 的主要經濟體中有 6 個是新興市場。例如，中國仍然是所有新興市場中最大的對

外直接投資國家，在 2015 年是所有經濟體中的第二大。1995 年至 2017 年全球 500 強中的 EMNEs 數
量從 41 個增加到 69 個。 

三、跳板觀點與新興市場廠商國際化 

以往國際企業研究，主要是從已開發國家的角度，探討國際企業的擴張歷程。隨著開發中國家的

興起，與全球委外現象，國際企業學者開始關注新興市場國家制度環境如何影響跨國企業的經營。有

關新興市場國際企業的研究可區分為兩大問題，第一是探究傳統歐美多國籍企業如何因應新興市場獨

特的現象，進入新興市場，從運用在地資源，至開發新興市場的廣大潛在市場，創造更高的國際化績

效。第二個主軸則是以新興市場廠商 EMNs 為焦點，研究 EMNs 的本質與國際化策略行為(Matamoros 
& Zhang, 2016)。 

儘管有些例外，EMNEs 經常採取若干策略或活動與國際跳板有關。新興國家多國籍企業通常在

早期成為歐美國家 MNEs 的 OEM 夥伴，藉由參與全球供應鏈累積能力資源。藉此，在尚未成為多國

籍企業之前已經累積跨國經營知識，並建立國際化網絡。因此 EMNEs 常見與全球多國際企業合作 (Y 
Luo, 2004)。例如，印度 Ranbaxy 與葛蘭素史克(GSK)合作，在治療領域開展廣泛的藥物研發和臨床開

發合作，Merck 用於臨床試驗，與 Terumo(日本)合作生產和銷售血袋和透析系統。與此同時，Ranbaxy
也與歐洲的 GSK，美國的默克以及日本的 Terumo 在其他個別的產品或領域互相競爭。 

Luo 與 Tung (2007)兩位學者觀察新興市場廠商(EMNEs)國際化的現象，結論指出 EMNEs 以外資

企業為跳板，利用外資來取得全球競爭所需要的策略性資產(strategic assets)或關鍵資源(critical 
resources)，同時可避免在母國制度與市場之限制。而 EMNs 國外擴張係受到推和拉兩種動機的影響。

在推的部分，EMNEs 本身受到母國政府制度空缺影響，導致廠商商業活動受到國內經濟發展限制。

或是廠商面臨母國經濟發展困境，如儲蓄率過高、投資不足、勞工不足、成本逐漸上升，迫使 EMNEs
選擇到國外投資，希望藉著拓展國外市場尋找合適的資源彌補廠商的不足(Luo & Tung, 2007)。在拉的

部分，雖然國際擴張帶給各企業許多風險例如文化差異等，但國際擴張帶給跨國企業重大獲利展望，

風險越大利潤也越大，國際擴張可以產生很多在母國無法獲得或無法取代的機會(Matamoros & Zhang, 
2016)。 

(一) 本國政府對全球化的支持 (拉力)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GFSR，2004 年 9 月)定義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尚未發展完

善，但在海外投資者」。國際金融公司 (IFC-屬於世界銀行集團 WBG) 的定義：只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GNP) 
沒有達到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水平(人均收入 12,055 美元)，那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本市場就屬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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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中各國對於全球化的支持力量，如政府政策的自由化和放寬對離岸投資的監管促進了新

興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1999 年中國政府推出“走向全球”政策，鼓勵高績效的中國企業到海外投

資，以進一步提升競爭力。政府“走向全球”政策，鼓勵在地企業國際化擴張，政府全球化政策與企業

國際化策略互為形成共演化現象 (Lewin, Long, & Carroll, 1999)。 

(二) 本國制度環境的限制 (推力) 

相對於本國政府政策的拉力，新興市場有限的產權保護、薄弱的司法和法律制度，以及任意變動

的治理政策等高度制度鑲嵌，成為企業國際化的推動因素，企業試圖通過海外投資來避免這些限制。

因此，從國家層級分析，新興市場的國家制度環境有兩個推動和拉動因素促使 EMNs 向全球擴張。一

方面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化政策與各項自由化措施，吸引 EMNEs 海外擴張，在此同時，EMNEs 在
追求企業成長之時，為了降低本國制度環境的不友善制度因素的限制，而推向國際化，爭取國際市場

與資源。 

(三) 全球參與者願意分享或出售策略資源以及標準化技術的可用性 (拉力) 

對 EMNEs 來說，獲得的技術，品牌和獲取全球消費者基礎等策略資產通常會與其既有的大規模

製造成本優勢互補，強化其國際化競爭優勢。與先進市場和新興工業化國家  (New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以下簡稱 NIC) MNEs 之間的合資與策略聯盟，加速 EMNs 的海外擴張，同時也有利於取得

關鍵資源、技術，減輕 EMNEs 在研發方面大量資金的負擔，從而抵消其技術的弱勢。 

(四) 創業家精神和進入主要國外市場的強大動力 (拉力) 

對 EMNs 而言，新興市場企業創業者的動態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其國際化策略至關重要，組織

創新和創業家精神可加速 EMNEs 的跳板活動。相對於先進國家企業，EMNs 作為後來者，必須找到

創新的方法，才能在已飽和且充滿有能力的公司的市場中創造生存空間。 

(五) 增加來自全球競爭對手的競爭壓力 (推力) 

EMNEs 海外直接投資也受到其本土市場激烈競爭的推動，尤其是來自先進市場和 NIC MNEs 的
強大全球競爭對手。換句話說，這些全球競爭對手在新興市場所建立的是市場佔有率與品牌知名度，

成為 EMNEs 在本土市場的競爭壓力，也成為其國際化的推力。許多過去在國內某些行業佔主導地位

的本地公司現在發現處於一個越來越不利的位置，從而迫使他們考慮國際多元化。 

(六) 技術和市場格局的快速變化以及無邊界的世界經濟 (拉力) 

技術和市場環境的快速變化以及全球經濟的高度整合推動了 EMNEs 進入世界舞台。EMNEs 面臨

的競爭的本質已發生變化，現在技術變革迅速，產品生命週期縮短，技術擴散迅速，知識重要性日益

提高，資訊和通信技術的巨大變化，因此，國際跳板可以被視為對競爭和全球化中新景觀的策略回應。 

Luo 與 Tung (2018) 在 2007 年跳板觀點的十年後，重新審視跳板觀點。他們指出(1)新興市場在全

球經濟中的數量、規模和重要性繼續增加，也面臨新挑戰。我們對其獨特的所有權或特定的優勢和劣

勢以及其特有的策略行為的理解仍然不足。(2)在十年前推出跳板觀點後，出現了許多新的見解和問

題，我們需要更多的見解來反映全球經濟的變化，以更充分地捕捉到這些企業的複雜性，異質性和脆

弱性。(3)過去十年來跨國公司的研究迅速而且顯著的成長，確有必要重新檢視跳板觀點與其他國際企

業理論。(4)跳板觀點也可解釋歐美小型跨國企業的國際化行為。 

四、制度理論 

跳板觀點所指陳的「推」和「拉」兩種力量可用以解釋 EMNs 的國際化動機，換言之，母國與地

主國的因素都會影響 EMNs 國際化的動機(Paul & Benito, 2018)。為進一步探究推力與拉力的內涵，接

下來回顧制度理論，以結合跳板觀點，建構本文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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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與制度框架 

制度“不是有組織的實體或集體”，而是“人類設計的約束，形塑人際間的互動” (North, 1991)。制

度提供一個經濟體的結構，此機構的演變定型經濟變革的方向：增長、停滯或衰退 (North, 1991)。制

度，如同遊戲規則，同時有兩種特性，即行為的限制  (limitation)和行為的促進  (facilitation) 
(Noorderhaven, Koen, & Sorge, 2015)。  

有許多因素可以同時限制或促進個體 (個人或廠商) 的行爲，例如國家法律、組織規定、文化、

倫理等。Scott (2013) 提出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區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Scott, 
2013)。正式制度含監管支柱(regulatory pillar)，其實就是強制力量(coercive power)，個人或廠商不得不

遵守。宏觀上強制力量可能是政府法規或政府政策，微觀上強制力量可能是經濟特區規則或企業規

定。非正式制度含規範支柱(normative pillar)與認知支柱(cognitive pillar)。在一個共同體裡，規範是被

共同體成員視爲正常的行爲，而那些正常的行爲就是那個共同體所期望的。規範在一個社會裡是不可

缺少的東西，因爲它透過對個人施加壓力來維持社會秩序。另外，認知基本上是一個透過思考、經驗

與感官獲得知識的過程。若規範是影響主體的外在環境(社會、人群)，認知是影響主體的内在環境(價
值觀、信念)。 

(二) 制度框架與新興市場國際企業 

國際企業的研究指出進入新興市場時，受到地主國制度環境的影響，尤其需特別了解制度空缺 
(Institutional void)，以及文化規範的力量，例如華人世界的關係及影響到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商

業實務。相對的 EMNEs 的進入國際市場，也會考慮當地制度規範是否對本身廠商有利，若當地制度

規範上具有監督影響力，不僅刺激當地經濟的發展，也有助於未來廠商面對國際化市場(Deng & Zhang, 
2018; Meyer, Estrin, Bhaumik, & Peng, 2009; Meyer & Peng, 2016)。跳板觀點指出制度空缺限制了 EMNs
在母國的運作，但也同時讓熟悉制度空缺的 EMNs 得以順利進入其他制度運作上不完整的地主國(Luo 
& Tung, 2018)。 

制度裡包含：管理、規範、文化認知，受到這些外顯(正式)及內隱(非正式)的制度影響，為尋求正

當性，廠商產生同型化(DiMaggio & Powell, 1991)。越南經濟自 1986 年進行改革開放，政策制度上仍

落後已發展國家，但德國選擇到越南布局，由於早期越南人到德國留學和移民的歷史，至今，在德國

和越南，各有十多萬會說德語的越南人，越南也積極的改善經濟政策，因此德國決定將賓士高檔汽車

S-Class 系列生產線設在越南，成為德國境外的第一條生產線。在土耳其跨國企業裡分別是合資企業、

獨資企業，因制度規範上建立完善，讓企業廠商合作過程中語言、文化、知識沒有隔閡(Demirbag, 
Tatoglu, & Glaister, 2009)，設立制度可以減少不確定經濟環境，能有效的影響市場，並克服與當地組

織內部的鴻溝。 

參、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質性個案研究法，採半結構化問卷，並以次級資料為佐證。個案研究主要是在有限時

空範圍與環境下，對某些實境之特定實例的豐富與實證的描述，這些資料證據可能包含質性或量化資

料，分析整理過後可用在不同方面，如提供個案真實描述、理論印證、產生新理論(彭玉樹、梁奕忠、

于卓民與梁晉嘉， 2010)。訪談法包含：(1)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一種對訪談過程高度控制

的訪問。這種訪談的訪問物件必須按照統一的標準和方法選取，普遍採用機率抽樣。(2)無結構式訪談

(Unstandardized Interview)一種半控制或無控制的訪問。只給調查者一個題目，所提的問題會在訪談過

程中行程。(3)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的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

收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指引依

據。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將收集到的次級資料與訪談逐字稿做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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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透過質性的研究，探討中國大陸台商轉移至東南亞的策略性決策因

素。根據文獻回顧建立研究架構，採用多元且具公信力之報章雜誌內容來源，藉此形成一個有跡可循

又可靠的研究方向，歸納主要影響因素。以研究架構的主要影響因素發展半結構化問卷題項後，訪談

專家意見，以提升研究架構與題項的專家效度。也就是說，對所研究的概念形成一套正確的、可操作

性的測量基準。 

在個案研究中，並且要求訪談者提供對本個案研究報告草稿進行檢查、核實。並與個案相關的次

級資料互為驗證，提高研究效度。 

從各種資訊來源中整理並找出因彼此之間的關係，藉此印證某些特定的因素所引起的特定的結

果，再建立一個範疇，把研究結果歸納於該範疇種類之框架下，利用理論及因素框架來對每一個個案

研究進行探討，通過重覆、複製的方法進行多個案例的研究。也利用訪談內容並通過具體分析、解剖，

其中包含檢視、分類、列表來重組所收集之訪談內容。回顧理論文獻推導研究框架，而研究框架則反

應了研究問題以及新的觀點和文獻回顧的結果。由於資料的收集是根據研究框架所擬定出來的，因此

研究框架同時也已經指出了相關分析策略的優先順序。 

一、 轉進國家選擇  

首先本計畫選出中國、越南、印尼、菲律賓這四國為研究對象。因為只有越南、印尼、菲律賓這

三個東南亞國家被列在金鑽 11 國2。透過這些因素的分析以及跳板觀點，希望可以解釋台商離開中國

轉移到東南亞投資的原因到底是被中國「push」得多強以及被東南亞國家吸引「pull」的力量多大。

再者，在東南亞國家的主要三國越南、印尼、菲律賓的制度因素裡面希望找出哪國家有最多促進的因

素以及最少限制的因素。最後，選定最適合台商移轉投資的地方並且針對該國做後續個案訪談及分析。 

根據各國資料整理為表 1。表 1 顯示在東南亞三國中越南具備最多吸引外資的誘因。雖然在政策

方面三國各有自己的優勢，但在法規因素裡的企業所得稅與增值稅越南又占了不小的優勢。此外，越

南跟其他東南亞兩國比起來也簽了最多貿易協定。在地理方面，因為印尼與菲律賓有太多島嶼導致物

流不便，越南反而是從北到南狹長型的陸地。越南靠近中國的南邊，所以從大陸到越南的物流非常方

便。從文化方面來看，越南也較具優勢，越南文化與習俗跟中國和台灣十分接近，不像其他兩國與台

灣的文化距離較遠。此外，越南相較其他兩國也具備比較完整的供應鏈，非常利於台商。 

根據表 1 整理，選定轉進越南的台商為研究對象。 

表 1、各國因素之分析 

國家 

因素 
中國大陸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正

式

因

素 

政策 

1.環評標準 
2.惠台 31 政策 
3.大陸出口到美國 

關稅 25% 

1.貿易協定 
2.國際關係改善 
3.基礎建設改善 
4.能源建設改善 
5.優惠租稅 

1.開放外資投資 
2.簡化投資程序 
3.其他稅收 
4.基礎建設改善 
5.海洋事務統籌 

1.稅務優惠 
2.基礎建設改善 
3.減所得稅與企業

稅 
4.英語系國家 

                                         
2 金鑽 11 國是高盛銀行所列出在 21 世紀最有投資潛力的 11 個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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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國因素之分析(續) 

國家 

因素 
中國大陸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正

式

因

素 

法規 

1.基本薪資 
2.按日計罰 
3.環境保護法 
4.CRS 共同申報準

則 
5.個人所得稅 
6.企業所得稅：25% 
7.增值稅 VAT：13%

以下(2019) 

1.基本薪資 
2.社會保險 
3.經濟特區 
4.企業所得稅：20% 
5.增值稅 VAT： 
10%與 5%(兩層系

統) 

1.土地使用權 
2.地方自治 
3.稅收種類較多 
4.企業所得稅：25% 
5.增值稅 VAT：10% 

1.基本薪資較低 
2.菲律賓關稅與海

關法 
3.企業所得稅：30%

增值稅 VAT：12% 
 

貿 易

協 定 
( 已簽

署 ) 

中國 - 馬爾地夫 
中國 - 格魯吉亞 
中國 - 澳洲 
中國 - 韓國 
中國 - 瑞士 
中國 - 冰島 
中國 - 哥斯達黎加 
中國 - 秘魯 
中國 - 新加坡 
中國 - 紐西蘭 
中國 - 智力 
中國 - 巴基斯坦 
中國 - ASEAN 
中國 - 港澳 

ASEAN - (AFTA) 
ASEAN - 中 國 
(ACFTA) 
ASEAN - 韓 國 
(AKFTA) 
ASEAN - 日 本 
(AJFTA) 
ASEAN - 印 度 
(AIFTA) 
ASEAN - 澳洲 - 
紐 西 蘭 
(AANZFTA) 
ASEAN - 香 港 
(AHKFTA) (尚未

生效) 
越 南  - 日 本 
(JVEPA) 
越 南  - 智 利 
(VCFTA) 
越 南  - 南 韓 
(VKFTA) 
越南 - 歐亞經濟

同盟 (VN-EAEU) 
跨太平洋夥伴全

面 進 步 協 定 
(CPTPP) (沒生效) 
越 南  - 歐 盟 
(2019 暑假才簽

署) 

ASEAN - (AFTA) 
ASEAN - 中 國 
(ACFTA) 
ASEAN - 韓 國 
(AKFTA) 
ASEAN - 日 本 
(AJFTA) 
ASEAN - 印 度 
(AIFTA) 
ASEAN - 澳洲 - 
紐 西 蘭 
(AANZFTA) 
ASEAN - 香 港 
(AHKFTA) (尚未

生效) 
印尼 - 巴基斯坦 
印尼 - D-8 經濟

合作組織 

ASEAN - (AFTA) 
ASEAN - 中 國 
(ACFTA) 
ASEAN - 韓 國 
(AKFTA) 
ASEAN - 日 本 
(AJFTA) 
ASEAN - 印 度 
(AIFTA) 
ASEAN - 澳洲 - 
紐 西 蘭 
(AANZFTA) 
ASEAN - 香 港 
(AHKFTA) (尚未

生效) 
菲律賓 - 日本 
菲律賓 - EFTA 

地理 

區位條件優越，自然

資源較為豐富，生態

系統獨具特色，產業

發展基礎較好，具有

發展高效生態經濟

的良好條件 

南部地區是越南吸

引 外 資 最 多 之 區

域，地理位置接近臺

灣，由國內調度支應

容易 

印尼是東南亞物流

成本最高的國家，地

理因素導致交通系

統不完善 

7641 個島嶼組成，

附近海域皆為國際

重要航線，造船業發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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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國因素之分析(續) 

國家 

因素 
中國大陸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正

式

因

素 

文化 

大陸文化 
語言與台灣接近 

文化差異不大，權力

距離大，上級有特權

被認為是應該的 

與臺灣相近，有農曆

春節、中秋節等，重

視傳統孝道及家庭

觀念 

 

印 尼 地 方 語 言 眾

多，官方語言為印尼

國語印尼憲法保障

人民有信仰自由，印

尼全國約 87%人民

信奉回教 

印尼島嶼眾多，各地

宗教、語言、文化等

社會風俗習慣差距

大 

菲國由許多不同種

族、文化所組成的，

具有多元  性的語

言、宗教、文化。其

中 80%為馬來族。信

奉 天 主 教 佔 多 數

83%。社經制度仿效

美國，惟人民擁有拉

丁民族之熱情，對外 
商態度極為友善 

生 產

要素 

/ 

市 場

潛 能 

人口: 13.93 億 
 
勞動人口 
8.06 億(2017) 
 
國民所得: 
10,150 美元 
 
基本工資: USD 
北京: 2120(306) 
上海: 2480(358) 
廣 東 : 
1410-2200(203-317) 
 
供應鏈完整： 
電子業 
 
台商投資金額： 
9.24 百萬美元 
(2017) 
8.49 百萬美元 

(2018) 

人口: 9550 萬 
 
勞動人口 
5.48 千萬 (2017) 
 
國民所得: 
2,730 美元 
 
基本工資: USD 
111 美元 (2017) 
145 美元 (2018) 
主要城市 173 
180 美元 (2019) 
 
供應鏈完整： 
前 3 大投資產業(鞋
業、食品、紡織) 
 
台商投資總金額： 

309.48 億 美元 

人口: 2.67 億 
 
勞動人口 
1.25 億(2017) 
 
國民所得: 
4,120 美元 
 
基本工資: USD 
(薪資水平存在極大

的差異化) 
最高: 257 美元 
最低: 102 美元 
 
供應鏈不完整： 
前 3 大投資產業 
(電腦及周邊、成衣

及服飾、鞋業) 
 
台商投資總金額： 

177.86 億 美元 

人口: 1.06 億 
 
勞動人口 
4.27 千萬(2017) 
 
國民所得: 
3,280 美元 
 
基本工資: USD 
120-270 美元 
 
 
 
 
供應鏈不完整： 
前 3 大投資產業 
(便利商店、電腦製

造業、電子零組件) 
 

台 商 投 資 總 金

額：26.59 億 美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轉進台商個案選擇 

因應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風險下，由於川普政府課徵貿易關稅為減少中美貿易逆差，嚴重影響在

大陸設廠以出口為導向的台商，過去因為中國大陸有較低廉的勞工成本、充沛的勞動人口以及在文

化、語言相近等因素，成為台商海外投資的首選。然而，因為這一波的關稅影響和中國大陸開始往高

科技產業發展，早期到大陸投資的台商大多都是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現今已漸漸失去了早期進入中國

大陸投資的優勢和優惠政策，許多台商開始轉往東南亞國家投資，尤其越南有最多的台商且投資金額

也相較其他東協國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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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興市場國際企業文獻、次級資料和商業雜誌上，瞭解到自 80 年代起，李登輝政府推行的

舊南向政策，當時已經有一批台商往越南投資，到了 2016 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大力推行新南向政

策，一直到到最近的中美貿易戰有大批台商要轉移至越南，以上的事件說明了不只是中美貿易戰轉移

到東南亞國家投資，而是有很多因素，促使台商從中國大陸轉移越南投資。 

基於研究問題、次級資料整理，與專家訪談結果，本計畫所選擇的台商轉進個案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以台灣為母公司，曾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或現在仍在中大陸投資設廠的台商(簡稱中國大陸台

商)。(二)中國大陸台商目前在越南投資設廠生產者。截至撰寫計畫期間，已選定五家轉進越南設廠生

產的中國大陸台商，簡介如下。計畫執行期間，將根據訪談結果，依據滾雪球抽樣，再選擇 3 家轉進

越南之中國大陸台商。 

(一) A 公司 

A 公司成立於 1985 年，總公司在雲林斗六科技園區，另子公司或工廠在於臺北、臺中、高雄、

中國昆山、上海、新加波、美國、日本、越南(預定 2020 完工量產)。在 2002 年，公司推出自有品牌。

該公司是以專業科技及客戶滿意服務形態為導向的行銷、設計、研發及生產。公司主要從事水資源過

濾分離設備及周邊產品例如濾心、濾殼、濾袋、過濾器等净化產品。30 多年以來，公司與高端客戶建

立穩固的合作關係。A 公司產品之應用可包括化學處理、水處理、半導體行業、LCD&PDP 生產綫、

油類和氣體過濾、食品業、飲料業、製藥業。 

 2019 年初，因避開中美貿易戰以及擴大自己的市場，A 公司決定進入東南亞濾材市場，而公司

的首選是越南。A 公司在越南平陽投資 3.5 億臺幣買了 8,470 坪開闢第三厰(頭兩厰在臺灣雲林斗六與

中國江蘇昆山)。該廠 2020 年完工量產，預算產能是臺灣厰的五倍。A 公司未來計劃中國昆山厰主要

内銷，而臺灣斗六與此越南厰會在中國以外的市場供貨，可見該公司將來全球佈局和應收會大幅提

升。A 公司臺灣和昆山厰目前的營運模式都是客制化生產。因爲公司產品受到客戶的肯定，要求能夠

協助 ODM(代工)，但目前產能滿載，無法供給客戶之需求。因此，越南厰便成爲關鍵厰，未來可讓 A
公司開始進行新的營運模式，客制化和 ODM 並進。 

(二) B 公司 

 該公司總管理室在高雄市前鎮區(1999 年設立)。專業製造漁網(圍網、箱網、拖網、三角虎網、

刺激網、陷阱網、定值網等)、海上捕撈工具、延繩釣、運動用網、線、繩索等產品。1986 年，公司

在屏東萬丹再設立一廠(2,800 坪)以擴充產能。1993 年，公司在中國江蘇設立昆山厰(15,000 坪)。1994
年，中國昆山廠正式生產，將 B 公司推向全球前三大製網廠的高峰。1999 年，公司繼續在屏東枋寮設

立屏南廠(3,085 坪)。為了因應更多客戶需求，2008 年，在越南平陽省美福工業區設廠，增購最新設備

器材，使 B 公司的產品線更加完整。 

 B 公司的圍網是被採用世界知名化工纖維大廠所生產的特殊黑色原絲，具有高耐磨性與高拉力，

是一般尼隆材質無法比擬的。因海洋資源愈來愈枯竭，所以箱網養殖是未來漁業的替代方式。無論是

海上用網或陸上用網，B 公司都能客制化，滿足客戶需求。B 公司擁有完整的生產線。在生產過程中，

B 公司不斷的抽樣進行拉力測試，確保品質穩定。B 公司的產品銷售於世界各地，品質也受到國際間

各項認證的肯定。B 公司計劃下一步著重在研發能力及機器設備的更新，開發出差異化的產品，讓 B
公司海洋科技的領先地位，永續經營下去。 

(三) C 公司 

C 公司成立於 1972 年，擁有深厚研發技術及行銷經驗，並開發自有的粉末技術，是少數幾家能夠

自行製造磁芯的電感供應商。近年來，透過強化自主研發、建立增進效率的自動化生產流程及採取購

併行動，逐漸壯大規模，藉由粉末、磁芯、到生產製程的垂直、水平整合，由電感擴展到電阻以及磁

性材料之全方位被動元件產品組合，不只在資料中心、行動裝置、消費性電子、通訊系統等市場獲得



新興市場廠商轉進的趨力：制度理論與跳板觀點  

 

 

 

68�

了眾多全球業者的肯定，並以高品質與高效能等產品特性鎖定高階汽車電子與工業應用領域。藉由完

整的產品線以及專業技術支援能力，滿足客戶一站式購足的產品需求，C 公司為全球少數幾家有能力

提供全系列被動元件的製造商之一。 

C 公司於 2001 年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以來，以高品質產品滿足客戶，並以卓越的經營績效

回饋股東，近年更積極的擴充產能規模，維持穩定的經營成長，持續往世界級的被動元件大廠挺進。

具體來説，除了臺灣以外，C 公司還在蘇州(2002)、東莞(1997)、河南、湖南、越南海防(2015)設立工

廠，在美國、日本成立分公司，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波蘭成立辦公室。 

(四) D 公司 

D 公司自 1975 年創立，迄今已四十年，主要產品為各類圓編針織布種，在多年累積的「品質、

創新、快速反應」之經營策略下，業務規模快速成長。近年來，為因應市場全球化之趨勢，集團積極

向海外擴張，先後於大陸設置織造與染整之生產基地，同時配合全球各地行銷據點的成立，以全球運

籌模式強化集團營運的彈性。隨著針織布業穩定發展，集團正式跨足成衣、染整領域，發揮全球供應

鏈及垂直整合的優勢，成為實力堅強擁有四大事業體。 

D 公司成功結合上、中、下游的企業夥伴，建立起雙贏的合作模式，打造出堅強的策略聯盟事業

體，強化了紡織與成衣供應鏈整合的經營團隊，並邁向全方位的國際紡織成衣跨國佈局。於 2016 年，

越南福東廠完美落成， 

(五) E 公司 

E 公司的本質是「TV」，是一家以「顯示器」為主的公司。創立於 1994，由一群在顯示器產業中

深耕已久的優質團隊組成，初期以代工起家，至今，為年營收約 580 億、全球員工數超過 3,500 人的

上市公司。2009 年位居台灣製造業第 42 名，2011 年榮獲數位時代雜誌評比亞洲科技前 100 強企業，

2012 年更是取得天下雜誌家電業第 1 名，自 2014 年起連續獲選「台灣高薪 100 指數成份股」等多項

殊榮。2017 年入股投資 Groove X，雙方合作開發機器人，LOVOT 是合作開發的首款產品，2019 年將

量產出貨。2018 年 8 月，公司於越南設廠。 

三、 資料蒐集 

(一) 訪談對象選擇 

轉進係屬高階主管的策略性決策，因此以受訪廠商高階主管為訪談對象。為深入了解地主國越南

制度環境與轉進台商營運的影響，根據專家與台灣母公司高階主管的建議，也訪談部分個案廠商在地

主國子公司的高階主管 (訪談對象、日期、地點詳如表 2)。談時得徵求受訪者同意錄音。訪談結束後，

錄音逐字稿再經受訪者確認後，作為後續資料分析之依據；並與個案公司次級資料相互驗證，以確保

研究信度。 

表 2、訪談對象、日期與地點 

訪談廠商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 公司 董事長特助 108/8/7(三) 40 分鐘 台北 
B 公司 副總 108/7/30(二) 50 分鐘 大陸昆山 
C 公司 總監 108/8/29(四) 40 分鐘 越南海防 
D 公司 副總 108/8/6(二) 1 小時 台北 
E 公司 財務長 108/7/26(五) 35 分鐘 新北 

(二) 訪談題項設計 

引用跳板觀點，推論影響台商轉進決策的推與拉兩種力量，而推力與拉力包含正式的法規，與規

範認知等制度力量。因為不同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制度內涵，為充分掌握研究背景國家的制度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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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一位東南亞投資專家，再整理 10 篇專家所談跟此議題有關的文章(史惠慈，2018； 李政雄、何佳

純與賴虹霖，2018； 林祈昱，2018； 洪國田，2017； 翁群楷、楊政宏與陳月慧，2017； 陳俊宏與 
張至誼，2018； 劉玉人，2017； 潘家涓，2017； 戴萬平，2019； 蘇筑瑄，2019)，結合林顧問所提

供的意見，篩選政策、法規、貿易協定、地理、文化、生產要素以及市場潛能等七項因素，彙整如表

3。 

表 3、專家訪談彙整 

因素 內容 
政策 關稅增加(中美貿易戰) 
法規 環保法規(空氣污染指標，水污染指標)、社保法規(越南比緬甸貴但相比大陸便宜)、合

約簽訂(越南政府扮演裁判者的角色、大陸政府既是當事人又是裁判者) 
貿易協定 越南簽署較多 FTA 又是東協成員國，甚至可以達到零關稅 
地理 透過廣西就能進入越南(移工廠到越南)，公路、鐵路最短距離，報關方便(不用海關，有

些連關稅都不用) 
文化 相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柬埔寨、菲律賓)，個性和工作態度接近台灣 
生產要素 
市場潛能 

土地成本(越南工業區成本低於大陸)、土地供應(需求提高)、勞動人口、勞工素質、教

育程度(大陸老年化，一胎被保護，不願意去工廠工作，越南正好起來願意做這些工作)、
薪資成本、人口紅利(越南大約 1 億人口)、未來越盾穩定度會變高、基礎設施提升(高鐵

新建) 

根據制度理論、跳板觀點與專家訪談，擬定影響台商轉進 7 個因素(政策、法規、貿易協定、地理、

文化、生產要素、市場潛能)，並據以設計訪問題項。擬定題項後，再詢問專家意見後定案，以確保專

家效度。 

1. 選擇動機： 

(1) 貴公司從大陸轉進東南亞動機為何? 

(2) 轉進地點的選擇，曾經考慮過哪一些東南亞國家? 

2. 政策： 

(1) 大陸有什麼政策讓貴公司想轉進？ 

a 是否有甚麼大陸官方政策的改變導致貴公司營運成本大幅增加? (是否影響成本再

問受訪者) 

b 是否有甚麼環評政策擬定草案正在進行，是否會增加貴公司潛在成本風險?  

c 是否因為中美貿易戰導致貴公司被迫遷移到東南亞國家進行風險分散? 

d 惠台 31 政策對貴公司是否有造成任何影響? 

(2) 貴公司對於東南亞國家在政策上是否有任何吸引力? (台灣的新南向，東南亞吸引外資

的政策，會不會對某些核心技術產業有優惠) 

3. 法規： 

(1) 請問貴公司對於中國大陸在法規上是否有任何影響? 

a 是否因為大陸的勞動合同導致貴公司高密度勞動力的成本負荷過大? 且與其他考慮

或已投資的東南亞國家有何差異存在? 

b 是否因為大陸實施共同申報準則(CRS) 導致貴公司的稅務負擔增加?  

(2) 請問貴公司對於東南亞國家在法規上是否有任何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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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會因為大陸以及東南亞國家的企業所得稅以及增值稅，而影響貴公司選擇投資地

點的決定?(是否還有其他法規對台商影響)若對方提及法規可問法規的影響程度 

4. 貿易協定：貴公司是否會考量東南亞國家所簽屬的 FTA 數量而進入該國家設廠? 

5. 地理：貴公司是否會考量東南亞國家的的地理位置、地理樣貌、物流產業發展程度? 

6. 文化：該國與台灣的文化差異例如語言、宗教、種族、公關費用等是否會影響貴公司的決

策？ 

7. 生產要素：貴公司是否會考量該國家的生產要素：人口紅利、勞動人口、勞工素質、供應

鏈、土地、基礎建設？ 

8. 市場潛能：貴公司是否會考量東東南亞國家現有與未來內需市場規模而進入該國家設廠? 

9. 請問是否還有以上因素以外的原因導致貴公司轉移?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研究發現 

低廉人力、土地成本是影響早期台商西進主要因素，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中國政府對於外

來投資廠商的要求以及篩選越來越嚴格，使得許多廠商紛紛選擇出走或是在其他國家設立據點以分散

風險。 

戰後實施的經濟改革使越南開始發展，憑藉著低廉的土地、人力成本、稅收減免以及大量的青壯

年勞動人口比例，同時與鄰近東南亞及世界各國保持良好關係並且陸續簽屬許多自由貿易協定，使得

從越南出口的商品得以減輕關稅成本。因此吸引大量廠商紛紛前往越南投資設廠，也讓越南經濟大幅

成長。據此，我們推論命題一： 

命題一、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同時受到原投資國家(中國大陸)推力與轉進國家(越南)拉力

的影響。 

推力和拉力因素整理如表 4，並逐一說明資料分析結果。 
表 4 ，推力和拉力因素之分析 

因素 中國大陸(推力) 越南(拉力) 

政策 
空氣污染政策、水汙染政策、中美貿易

戰、工資調漲政策 租稅政策的優惠 

法規 新制環保法規、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

法規修訂 勞動法、營業所得稅法 

貿易協定 未能簽下 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 越南為東南亞最多的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國 

地理 中國大陸之地理因素並無明顯推力 相鄰中國大陸對其台商在物流以及供應鏈上

提供很大的彈性 

文化 中國大陸之文化因素並無明顯推力 與台灣的傳統節慶以及習俗相似 

生產要素 
土地成本大幅上漲 
人口紅利達到頂端 
勞動人口減少 

土地成本較低、人口紅利、勞工素質高、相

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有著相對優勢的供應鏈完

整度 

市場潛能 中國大陸之市場潛能並無明顯推力 未來的內需市場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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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力因素 
(一) 大陸政策 

1. 十二五政策針對水汙染， 40％污染單位關廠。主要針對鋼鐵、石化、  化工、有色金屬冶煉、水

泥、平板玻璃等重污染企業進行轉移、環保搬遷。 

「和 2010 年比對後，將有六成到七成會被停業，停業後會面對供需的問題，供需問題會造成大

家要去尋找別的可以接受污染的國家，抑或是可以用新的設廠方式讓污染降低，使生產工廠可以繼續

營運供應市場，這是第一個因素 Push 很多中國紡織廠外移。」D-1 

「以前沒有環保意識的被關掉工廠或要改善的都需要花成本，空汙要加活性碳進去換污水要改

善，這些都要投資自然無形中成本就會增加。」C-5 

2. 十三五政策針對空氣污，目標還要再停 40％污染工業紡織業主要污染源石化、染整、印花。實施專

項治理，全力推廣減少污染的排放，實行全程管控，有效防範和降低環境風險且加大保護力度、強

化生態修復。 

「和 2010 年比對後，將有六成到七成會被停業，停業後會面對供需的問題，供需問題會造成大

家要去尋找別的可以接受污染的國家，抑或是可以用新的設廠方式讓污染降低，使生產工廠可以繼續

營運供應市場，這是第一個因素 Push 很多中國紡織廠外移。」D-1 

「以前沒有環保意識的被關掉工廠或要改善的都需要花成本，空汙要加活性碳進去換污水要改

善，這些都要投資自然無形中成本就會增加。」C-5 

3. 2014 年起就預估未來十年每年 15％的工資調整政策。 

「第二因素是成本，2014 年就預估未來十年每年 15％的工資調整，讓紡織業成本面對中東、歐

洲、非洲壓力越來越大。」D-8 

4. 中美貿易戰導致進出口商品、原物料等至美國的成本大幅提升。由美國總統川普階段性宣布對中國

出口至美國的上千億美元的商品課徵關稅。 

「法規上會開始看到中美戰爭，很多買方品牌內規有策略是撤出中國。日商優伊庫和愛迪達六年

前就已往越南佈局，去找生產產能。中美戰爭調整進口關稅和法規的成本增加。」D-9 

命題二、原投資國家(中國大陸)提高營運成本的政策，是推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二) 大陸法規 

1. 環保法規日益嚴謹。中國大陸近年開始著重經濟發展，同時兼顧環境的保護以及永續性，新制環評

法規相關規定更趨嚴謹。對於以代工為主的台商來說是一個挑戰以及風險，無論是在淨化汙水還是

廢氣上都需要花費高昂的成本，且中國大陸對於無法遵守法律規範的廠商都會直接開罰甚至直接關

閉廠房，因此法規因素可視為一強大推力。 

「早期為了經濟犧牲了環境，現在經濟起飛也希望花錢把環境改善回來，因此開始嚴罰，沒有環

保證的工廠會立馬請你閉廠，有環保證的會給你時間改善。以前沒有環保意識的被關掉工廠或要改善

的都需要花成本，空汙要加活性碳進去換污水要改善，這些都要投資自然無形中成本就會增加。」C-5 

「大陸他們現在那邊是環評法規的問題，或是電跟水的供應其實也都越來越貴越來越短缺。」E-3 

2. 最低薪資、勞動合同、撫金、社會保險導致人事成本增加，且政策也較趨於偏向勞方。自中國大陸

開始迅速發展後，在法規的基本薪資、撫金以及社會保險等等都有不小調整，對於需要仰賴大量勞

動力的台商而言是一項很大的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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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成本增加也是，第一個是薪資成本調高、第二個是員工希望享受福利又想要賺錢，那以前

中國勞工賺錢的方式是靠加班，那慢慢的他們也不想加班而是希望加薪，不過薪水調高那你的自我能

力也要提升，那相對的公司就會提高薪水，其實公司也是透過很多方式來提升他們的素質但是就是不

符合比例原則。」A-2 

「除了污染工業外勞力密集地成衣廠很多也開始外移 或者使是根本停業到緬甸、柬埔寨、越南

去找低價勞工來做。」D-2 

「一個月領薪水四五千塊還有 50％要繳政府保險、社會福利之類，看不到的成本增加，這個都是

法規。」D-7 

3. 法規制定以及修改更加嚴謹，不容易在法律邊緣游走。 

「現在來說，中國大陸越來越嚴謹，以往的勞動法規還能擦邊球(走在法律灰色地帶)，現在都要

很正規照著走。」B-5 

命題三、原投資國家(中國大陸)提高營運成本的法規，是推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三) 大陸貿易協定 

受到 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最終並未簽屬的影響，加大了台商轉移至其他國家生

產的推力。CPTPP 的前身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宣布退出 TPP
之後，日本與澳大利亞牽頭在 2018 年 3 月成立了 CPTPP，並在 2018 年 12 月正式生效。訪談期間，

REC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尚未簽署。 

「TPP 沒過也是促使我們公司到越南的很大原因。」D-3 

命題四、原投資國家(中國大陸)未簽署貿易協定，提高潛在營運成本，是推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

決策因素。 

(四) 大陸地理 

無受訪者明確表示大陸在該因素有顯著推力 

(五) 大陸文化 

無受訪者明確表示大陸在該因素有顯著推力，且根據過去台商投資經驗以及次級資料顯示，台灣

與大陸的文化可視為最相近之選擇。 

(六) 大陸生產要素 

中國大陸自經濟起飛以來無論是土地成本還是勞工的薪資成本都逐漸上漲，薪資除了法定的最低

薪資外，在中國大陸人口減少以及廠商內移而導致工人不再需要到沿海地區才找得到工作的情況下，

造成勞工數量減少而供給需求結構改變使得工人的薪水也會受到影響而上漲，因此生產要素可以視為

中國大陸的推力因素。 

「大陸目前缺工，缺工原因是來自環境的改變。以前大陸內地員工找工作都會到沿海地區，因此

公司之前都設在沿海地區比較多，慢慢在內地的工廠啟動之後，員工就比較不出來了，工人就比較缺

少，工人減少工資就會往上漲。」C-9 

「產業擴大，考慮到各國各產區的因素很多，人口紅利，勞動成本及勞工素質 早就是基本的考

量」D-7 

命題五、原投資國家(中國大陸)生產要素成本提升，是推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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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陸市場潛能 

無受訪者明確表示大陸在該因素有顯著推力，且根據次級資料以及發展情勢，中國的人口以及內

需市場非常龐大，因此該因素被視為推力的可能性很低。 

推力小結： 

在中國大陸推力因素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在政策、法規、貿易協定，以及生產要素上有著比較

明顯的推力存在，也從這些資料整合分析的過程中理解到台商為甚麼會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其他國家設

廠來分散風險的實際原因及考慮的因素。 

三、拉力因素 

吸引台商轉進的因素有政策、法規、貿易協定、地理、文化、生產要素、市場潛能等 7 大因素都

存在著吸引力吸引，在不同因素當中都有其優勢，因此對台商的獲利以及成本的控制都有顯著的幫助。 

(一) 政策 

越南依照各該地區的發展狀況以及工業區所在位置而採取租稅以及營所稅上的優惠來吸引外

資，從台商訪談中我們得知有 2 免 4 減半、2 免 9 減半、4 免 9 減半等不同的優惠，對於能提供當地

大量就業機會的台商來說無非是一大拉力。 

中美貿易戰雖然不是受訪台商們最大轉移的考慮因素，因為台商通常為計劃性、時間性的拓展事

業版圖。但在還是會因為關稅問題希望甚至要求台商需要在越南有生產基地藉此規避高額稅金，因此

可視該因素為吸引力。 

「現在是採 2 免 4 減半的優惠，2 年免稅(營所稅 25%)，4 年減半，第七年開始就恢復全額。」B-2 

「租稅的優惠，它提供了四年免稅，九年減半免所得稅的優惠，以上因素加起來是我們集團的需

求。」C-4 

「在海防個這個地方就是給予一些租稅的優惠，它是 4 免 9 減半，4 年免稅接下來 9 年企業所得

稅減半，所以原本的化企業所得稅是 20%，也是有助於企業的獲利。」E-4 

命題六、轉進國家(越南)租稅與營所稅等優惠政策，是吸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一) 法規 

受訪者們曾提及在越南的人事成本較為低廉，此與法定之基本工資有著很大的關聯，因此在越南

的勞資法上可視為一顯著拉力。 

「工資跟大陸比起來大概只要 1/3，在越南主要還是外銷大於內銷市場。」B-1 

命題七、轉進國家(越南)降低人力成本的勞動法規，是吸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二) 貿易協定 

有一台商受訪者表示選擇東南亞據點時，FTA 是公司最看重的因素，因為 FTA 讓公司有很多的市

場可以供他們選擇；而其餘的台商雖然沒有直接說明哪一個國家簽屬哪一個 FTA 對公司有最直接的受

惠，但也都有表達對於貿易協定的簽屬有不可切割的關係。有一公司表示東協之間的關稅互惠是台灣

以及大陸所沒有的、另一公司則表示顧客喜歡快速且便宜的服務，且顧客會希望甚至要求台商到東南

亞設置據點，所以可以理解為藉由東盟之間的貿易協定來降低成本。 

「那如果從越南去只要不到 1%那這樣就會是一個競爭優勢，對客戶來說有沒有關稅就是成本考

量之一。」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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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會要求不要中國製造的，零件要來自越南，避開關稅，零件要在越南採購超過百分之四十。」

C-6 

「後來中國環境形成後，供應商慢慢往外移，因爲有 FTA 所以成本相對的低。」D-4 

「越南剛跟美國簽 FTA，很多的大陸貨都是由靠近越南北方出口的來避開關稅，到美國的棉的上

衣 12%、化纖需要 28%，以現在大家的作業透明度來說，現在要爭取到節省 20％成本很難，但是一個

關稅就有 20%，褲子甚至 35％，根本沒地方去省成本。」D-5 

「應該說 FTA 當初會去考量就是進軍到東南亞的第一要素，公司的角度是說我們可以開拓更多的

市場，那從市場的角度是東協的 FTA 是比較多的所以才會說專程到東南亞去，那會選擇越南的話是因

為跟東協的 FTA 或是說跟歐盟的 FTA 甚至是跟日本也有 FTA 所以相較來說其實是比較優惠的，所以

這是在東南亞地區越南算是能夠開拓比較多的客源。」E-5 

命題八、轉進國家(越南)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提供成本降低與市場誘因，是吸引台商轉進的策

略性決策因素。 

(三) 地理 

從訪談中有台商明確分享當初到東南亞各國去視察所考慮的考量以及分析，然後為甚麼會從越

南、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家之間最終選擇越南為據點，也有台商表示從大陸到越南河內的陸運以

及水運的時間，因此可以我們理解為地理位置也是台商考量的重要拉力之一。 

「會選擇越南是因為，越南地理位置最符合我們的需要，設點在北越而非南越，北越靠近廣西，

做好的東西運到大陸相對方便或者目前供應鍊不完整情況下向電子供應鍊完整的大陸取得。地域的選

擇是這樣子。」C-1 

「越南物流發展方便，陸運透過關口可以通過約莫一個星期可以到達大陸，海運要約兩個星期，

空運兩天可到。」C-7 

「地理方面是說他是接近珠江三角洲，那尤其是北越，陸運來說大概是 3~5 天左右，那海運就更

短大概 3 天就可以，那其實它是可以提供一些供應鏈的這個服務，那離中國也比較近，那我們選擇這

個海防那是接近港口，我們是做電視的體積比較龐大，我們一定要比較接近港口這樣運費才會比較便

宜，比較方便。」E-1 

命題九、轉進國家(越南)優越的地理位置，是吸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四) 文化 

對於文化構面，有台商表示越南除了語言需要克服以及適應外，在節慶上是有著很多相似之處，

例如初一十五要拜拜、與台灣人早期刻苦能吃苦的個性相近，也隨著過去歷史的關係越南有許多寺廟

且充斥著大量繁體中文等等。 

「主要是因為我們去之後發現會講英文跟中文的人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多，那當然我們人力上的需

求會一直往上增加，所以這方面還是可以越多越好，那目前在溝通上還是算 OK 的，在文化上也向我

們初一十五要拜拜阿，宗教信仰方面跟台灣是滿類似的。」E-6 

命題十、轉進國家(越南)與台商母國較低的文化距離，是吸引使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五) 生產要素 

受訪台商有對此因素表達高度重視，越南在青壯年 20~40 歲的勞動人口、勞工素質上相較其他東

南亞國家有較多的優勢，不僅僅招工相對容易且很勤奮願意透過加班賺取加班費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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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藉此改善生活品質，同時也因著越南有超過 1 億人口，許多公司自身的客戶都在此有投資等等，

因此對於供應鏈的完整度從早期到越南投資台商到現在快速發展後蜂擁而至的各國外資進駐，讓越南

在這些年的積累下，供應鏈完整度大幅提升，雖尚未臻完善，但是比起其他東南亞國家還是有著顯著

優勢，此因素可視為一個強勁的拉力。 

「另外一點是台灣的土地太貴了，也不容易取得且取得的時間也較長，蓋廠房的成本也相對較高

時間又久，我們希望找大一點的土地，然後很快速地可以開始投入生產，在越南平陽省。」A-1 

「第一人口夠多，青壯年人口很多，他們很想要賺錢讓自己的生活變好所以他們很肯做，這對於

外資來說或是想去那邊投資的人來說，是一個加分的評估」A-5 

「供應鏈評估是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早期就已經有很多台商到當地去投資了，該有的都有了其

實，除了主要材料廠商其他都沒有問題。」A-6 

「越南人很喜歡加班，如果到印尼、馬來西亞他們都不是很喜歡加班，不容易招到工人，像我們

這種就算比較需要高勞力密度的產業用得人就比較多，早期大陸這邊曾經用 1000 多人現在剩下 300
多人，現在換越南那邊有 1000 多人。B-3」 

「以越南而言人口有九千多萬人，平均年齡 30 歲左右，後續考量到人工來源不虞匱乏，以後面

臨企業及企業的競爭我們電子業還是會比傳統產業多些優勢。」C-2 

「電費與大陸相比可打個８５折。」C-3 

「那越南那邊來講就是提供土地、人力資源還有其他的要素都非常的有競爭力」E-2 

命題十一、轉進國家(越南)較低的生產要素成本，是吸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六) 市場潛能 

受訪台商皆以越南為製造基地，歐美為主要市場，特別重視越南生產要素成本與政策內涵。相對

的越南內需市場並非現階段關切的重心。各台商受訪者未提供很明確之目標或是內需市場的發展，但

還是有受訪者表示越南的內需市場之龐大，只是因為現在還是多以製造並外銷占大多數，超過 1 億人

口的未來內需市場潛力可以說是存在吸引力的。 

「其實越南有很大的生意，東南亞的市場越南到印度也很近，印度的市場比較偏激，要不是很便

宜的價格要馬就很高很高的價格，像是美國進口以及歐洲進口的舶來品，我們這個產業其實光越南這

個地方的市場就不少了。」A-4 

「應該說越南那邊的生產量很大，比例比起來外銷比較多，不然其實越南的內需市場也是很大

的。」B-4 

「一億的人口未來一定會有這個需求，就我們的產品來說並不是直接提供給消費者，供應給工廠

再製作成電子產品，舉方說手機、電視、汽車等等。可以說是間接的內銷。」C-8 

命題十二、轉進國家(越南)的內需市場潛能，是吸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七) 其他原因 

受訪者曾提及選擇前往越南投資設廠，還有一個因素是不在我們探討的因素之內，也就是關於上

下游客戶的需求以及要求，基於成本以及中美貿易戰或是其他國家關稅問題會希望或要求台商轉移地

點。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說這個客戶的要求，有客戶才有投資跟生產基地，那如果有很多客戶都希望

或是要求我們要求產能到東南亞那我們就會去設或擴廠。」E-7 



新興市場廠商轉進的趨力：制度理論與跳板觀點  

 

 

 

76�

「當然也是要跟買方品牌的未來採購策略及產區的關注與配合。」D-6 

「10 年前就到越南去，因為大陸這邊工資也越來越高了，所以要找一個地方，那剛好越南客戶也

算比較多因此到那邊去發展，其實再晚就來不及了。」B-5 

命題十二、台商所在供應鏈的需求，是吸引台商轉進的策略性決策因素。 

推力小結： 

從上述內容可以得知越南在任何一個因素中都具有吸引力，且無論企業是以代工為主或是未來發

展內需市場都仍具有優勢，政策租稅優惠、所得稅法、貿易協定簽署數量、地理位置優越、土地成本

及勞動力成本等等都讓許多公司將越南視為不可多得的投資設廠選擇。且台商從中國大陸轉移至越南

所需的供應鏈需求，若越南當地有任何不足之處也能就近從中國大陸來進口，換句話說，從原料到在

製品，再到成品出口的所有流程都有一定程度的優勢存在。 

伍、結論與建議 

我們的研究主要採用跳板觀點與制度理論。跳板觀點指出 EMNEs 進行國際化的動機為資產尋求

與機會尋求(Luo & Tung, 2007; Luo & Tung, 2018)。在此動機下，跳板觀點提出了七個觀點，也是國際

化帶給 EMNEs 的七個好處：彌補自己的競爭優勢，克服後來者的劣勢，反擊全球競爭對手在本國的

主要立足點，繞過嚴格的貿易壁壘，減輕國内制度約束，獲得新興市場政府提供的優惠待遇，利用自

己的競爭優勢在其他新興或發展中國家(Luo & Tung, 2007)。我們認為不只上述動機，還有環境的影響

不得不進行國際化歷程。 

在主動的情況下，企業被促進或鼓勵(encouraging，「push」的力量)進行國際化歷程，主要是因爲：

本國政府對國際化的支持、全球參與者願意分享或出售策略資源以及標準化技術的可用性、企業創業

和進入主要國外市場的強大動力。在被動的情況下，企業被強制(impelling，「pull」的力量)進行國際

化主要原因是：增加來自全球競爭對手的競爭壓力、技術和市場格局的快速變化以及無邊界的世界經

濟(Luo & Tung, 2007)。 

促進與強制這兩種力量也出現在制度理論，且它們被區分得更仔細。制度被分成兩大構面：正式

與非正式。正式制度含監管支柱(強制力量，例如法律、規定)。非正式制度含規範支柱(價值觀、信念)
與認知支柱(文化、倫理)(Scott, 2013)。因此，我們起了疑問有沒有可能政府提出的政策或法規是對本

國企業不利的？全球參與者會不會因爲某個原因而不願意分享策略資源？他國來我國投資造成競爭

壓力，迫使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化，但只有這一個原因嗎？在一個經濟體裡，同時有促進和強制這兩種

力量，而決定這兩種力量便是制度下的某一個因素。回到我們研究議題，可見跳板觀點只能解釋爲何

台商過去、現在與未來進行國際化，結合制度理論才有辦法解釋在過去已經到中國大陸投資且已經進

行國際化的台商爲何現在要轉移投資地點。因爲制度下的任何因素同時擁有促進與強制的特性，所以

我們利用了這點篩選了 7 個影響台商地點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 

 訪談資料分析結果，我們發現中國和越南的政策、法規、貿易協定、地理、文化、生產要素、市

場潛能這 7 個制度因素確實對台商有「推」與「拉」的影響，但影響的程度不一。從台商本身的角度

來看，大陸「推」台商出去的原因比較存在於生產要素、政策、法規與貿易協定這 4 個因素。而在這

4 個因素裡具有 3 個正式制度，所以強制性(coercive)非常高，使得各企業不得不遵守它們(Scott, 2013)。
中國大陸的正式制度已被台商(受訪者)認同近幾年以來愈趨嚴格，造成各企業經營的限制。另外，越

南在 7 個制度因素中具有吸引或「拉」台商進來的原因。在正式制度的 3 個因素方面，越南顯然不只

歡迎台商而歡迎所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企業來越南投資。這 3 個正式制度因素透過訪談台商的結果，我

們可以發現它們本身擁有「推」與「拉」的力量，如同制度理論所談。不過，地理、文化、市場潛能

這另外 3 個非正式制度因素在資料分析之後我們發現中國大陸沒有明顯「推」的力量，而越南又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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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拉」的力量。因此，我們有如下的推論： 

一、 訪談對象已經在中國大陸一段時間，所以已經適應中國市場，也就是説在大陸的台商(受訪

者)已經熟悉當地的制度。因此，在短期内如果沒有像政策、法規、貿易協定這些正式制度因素強制讓

台商改變，地主國很難對企業包括台商造出一個「推」的力量。換句話説，一家企業決定離開某個國

家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正式制度的因素。 

二、 台商(受訪者)選擇轉移投資國的時候不只考量正式制度因素，也會考慮到其他非正式制度

因素。換句話説，一家企業決定進入某個國家會全面地考慮所有制度因素。 

 在國外不管是中國大陸或越南做生意的台商在進行國際化歷程，也確實如同跳板觀點所談，是被

「推」與「拉」的力量影響。他們也跟制度理論所説的一樣被各制度因素影響。不過經過資料分析後，

我們發現台商離開中國大陸的主要原因為大陸的強制正式制度因素，而選擇進入越南市場時又會考慮

到所有的制度因素。爲何如此？這可能之後會引發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其他研究者。 

實務意涵 

文獻回顧與個案發現，皆符應制度理論與跳板觀點的推力、拉力。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歸納的 7
大因素中，與個案分析資料，有著密切的相關性。理論研究文獻提及強制性極高的正式制度中，企業

很難不遵守它；也就是說，企業須正視正式制度因素對企業投資選擇重大影響。如政策方面，大陸的

環保政策、工資調漲以及影響全球局勢的中美貿易戰等，使得企業不得不尋找其他生產基地以應對這

些不確定風險，利用到越南或其他新興國家的生產基地，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這些方面的考量，也

確實是透過個案訪談中所得到相同的結果，不過在其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到特別是對於傳統產業

的台商進入大陸投資的影響更大，一方面中美貿易戰影響最大的是那些主要以銷往美國的廠商影響最

為劇烈，由於關稅的上漲。但另一方面隨著大陸開始往高科技產業發展和環境整治，也迫使許多台商

遷移。 

其中一家個案廠商中，有提到環評政策和水汙染政策也是很大影響他們轉移的原因之一，在紡織

產業中，尤其是在染整方面，因為大量使用化學染料和加工過程，製造大量廢水和有毒物質，嚴重影

響環境問題，造成汙染最為嚴重的 40%染整廠關閉或是遷移到越南，同時在越南方面也提供給外資更

好的稅金優惠政策以吸引台商前往。另一個議題是法規方面，政府對於勞方的權益更加重視，促使調

整最低薪資、加強勞動合同和社會福利保險等方面，造成人事成本的大幅提升，對於過去以低成本策

略設廠投資的台商來說，這樣的法規逐漸讓他們失去優勢，同時也失去競爭力，只好再去尋求下一個

低成本國家作為投資地點選擇。 

我們也發現低成本的思維也慢慢被轉變，有些台商已經不只是以成本優勢作為唯一的考量，如我

們在個案分析資料所顯示，台商開始會去考量在這些具有低勞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外，開始考量未來的

內需市場還有整體的供應鏈改變，上述都是是他們的考量因素之一，甚至有的廠商本來就跟越南做生

意，不過個案廠商也提到除了本身企業的考量外，客戶的想法也是他們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有些客戶

甚至會要求供應商要到東南亞投資。 

我們在個案訪談還有一個重要發現，廠商都認為對目前越南的供應鏈不完整提出一致性的看法，

但是他們所採取的策略是利用中國大陸與越南相鄰的地理位置上，利用陸運及海運的方式從大陸供應

在越南供應不足的零組件或半成品到越南加工後，在出口到美國躲避高關稅的風險，從這裡可以發現

台商的靈活性與彈性，也是台商為何能在世界各國投資的關鍵因素。 

另外還有一個共通性是這些訪談的個案中，都保留了在大陸的工廠，並沒有因為這些政策和風險

而完全遷移，而是採取「大陸內銷、越南外銷」的靈活生產方式以應對這樣的全球局勢，甚至除了投

資越南外，也會繼續尋找適合投資設廠的地點，去做整體性的全球布局，未來可以更因應全球局勢的

變化，彈性的調整供應鏈及產能需求。雖然正式制度有它的強制性，但是台商也會在正式制度以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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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的環境中，快速適應及靈活調整。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發展方向 

本研究以國際跳板和制度理論為研究框架，以 5 家從中國大陸轉進到越南的台商進行個案訪談，

從中得知台商企業選擇投資的因素，進一步做更完整的分析，由於質性個案研究所產生的限制，難以

完全符合所有台商所考量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可參考本研究所歸納的因素，以量化設計量表

調查研究，選擇其中一項因素更深入探討。另外，由於個案選擇類型太過單一且較為集中，主要以傳

統製造業為主，未來也可以加入品牌商的角度作為選擇比較對象。 

根據此次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已到越南或其他東南亞投資或是尚未決定生產基地但在大陸已

有設廠的台商提出以下建議做為參考:  

還未投資越南廠商 

(1) 分散風險: 越南的低勞工以及低土地成本，在市場供給需求的影響下，這波熱潮中終究會過去，

需要考慮更多的投資設廠地點來分散風險。 

(2) 自動化設備投資，因為低成本勞動力逐漸消失，導入自動化設備來降低長期的人力成本需求，並

且同時提升產品價值。 

已經投資越南廠商 

(1) 仿效日韓等國採用造鎮計畫方式，而不是一般台商以工廠為家的概念。 

(2) 從施振榮「微笑曲線」觀點來看，台商早期的低成本策略，在微笑曲線的獲利能力是在最低點，

台商應該思考如何往品牌端以及研發端來創造更大的價值，並且提升更大獲利。 

除了上述台商的建議外，另外我們也提供給未來有興趣研究此議題的研究者，如下: 

(1) 台商如何創造國際品牌或為什麼台商無法創造國際品牌? 

(2) 為什麼一家企業離開一個國家，主要受到正式制度的影響，而選擇新的投資地點，他們又會考慮

整體的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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