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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地再投資區位選擇之研究 

王冠斐1、邊泰明2 

摘要 

本文主要針對跨國企業投資多工型工廠的特性，藉由投資時間與空間區位，以及廠商組織型

態面向，探討台灣企業廠商於母國再投資時之區位選擇因素。以2006年知識密集型製造業1000大

廠商為對象，並以工業地域觀點所劃分的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為研究場域，選擇包括在

台投資經驗、總公司區位、第一次投資決策、路徑依循等企業廠商組織決策之屬性變數，以及包

含區域中科學園區的設立、產業專業化係數、雜異化指標等區域環境變數，透過多項羅吉特模型

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的結果發現，總公司區位確實影響後續再投資的工廠區位選擇，第一次的投

資決策經驗也會影響下一次的區位選擇行為，代表經濟發展階段的投資時間變項也確實會影響區

位選擇行為。而當區域內科學園區的發展相較未臻成熟時，其區域的賦能仍不足以吸引企業廠商

進駐，至於台灣企業的再投資區位選擇則較偏好區域內工業地域的地方化經濟，而不偏好區域內

工業地域的都市化經濟。 

關鍵詞：企業、再投資、區位選擇、多項羅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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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it of settling multi-production facto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impact factors o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for Taiwan‘s enterprises reinvest in their 

home-country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invest timing, location and organization type. The 

investigation was focused on the top 1,000 manufacturing firms in 2006, and classified to three 

regions,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research 

variables were divided into decision making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where the decision 

making variables considered by this paper included previous investment experiences, headquarter 

location and first-time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decision processes following path-depend,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cont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cience park,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and 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 By taking advantage of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he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eadquarter loca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n the selection of reinvestment location, the location for 

reinvestment was affected by the first-time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experience, and the investment 

timing also influenced the location selection during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insufficient attraction such as under developing science 

park will affect the enterprises to decide to station in the region. Furthermore, it was found the 

preference of reinvestment location was the industrial districts with localization economy rather 

than urbanization economy for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aiwan. 

Keywords: enterprise, reinvestment, location selection, multinomial lo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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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全球化浪潮促使生產要素在國際之間的流動越來越快速時，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在空間上

並沒有趨於帄衡，即便在一國之中，不同區域之間的也常有著繁榮與衰退的差異，使得發展與停

滯、衰敗共存，而在地生產系統的運作便是區域競爭力的來源之ㄧ（Porter, 2000）。當產業群聚

形成了廠商專業化或是相關部門的地理鄰近性，而產生了技術的外部性使得區域內的廠商受惠的

同時，在地生產系統的運作強化了廠商專業化，使在地廠商和組織、機構之間的關係更形密切

（Storper, 1995）。因此，區域中廠商之間的貿易與非貿易的相互依賴關係和活動，也逐漸成為

和地方區域賦能同時論及的對象，形成決定區域產業活力的關鍵（Krugman, 1991）。 

區域產業特性與賦能之優劣可透過區域中廠商與行動者的活動來表現，地域效果（district 

effect）的產生，是源自於地域內的創新產業與知識傳遞，其內涵包括單一廠商所採取的學習過程

會對其他屬於相同生產階段的廠商，造成模仿行為和競爭機制的直接影響，以及廠商學習過程促

成不同生產階段廠商的知識外溢效果，和快速且有效地適應需求改變的能力、產品創新，對於工

業地域興衰相當重要（Cainelli and De Liso, 2005）。因為廠商興廠的重要性在於建立在地產業群

聚，漸漸地產生正面的效益在就業、成長和創新上，當跨國企業3(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投資在

工業地域中，資本能力和規模經濟，將使其成長的行為成為一種策略性的指標，對於地域中的其

他廠商，會產生一種對於知識或是認知表象在區域內移轉的影響（Albino et al., 1999）。 

因此，跨國企業成為區域發展中重要的典範角色（role model）（Fornahl, 2003），而在企業

組織中，企業總部擔負全集團決策地位，任何企業活動包含投資、建廠、對外技術交流等等，都

必須透過總部進行決策行為(Kotabei et al.,2002），因此，對於區域發展最直接的影響便是企業總

公司投資進駐的決策；然而當跨國企業開始設立工廠，進入在地的生產系統成為在地生產網絡的

一員時，在地資訊和企業發展網絡的建立，將展現一種不同於總公司設立的氛圍，透過在地工廠

與工廠間的活動，使企業更能把握機會運用地區中特殊的資產，並累積企業投資經驗（Caves, 1996; 

Somlev and Hoshino, 2005）。  

其在地方設廠的策略考量包括了廠際間關係的整合是在尋求產量彈性化、特殊賦能及地域能

力的掌控，促進供給者的合作競爭，以及將區域內知識的傳遞視為跨國企業全球和地方市場的競

爭策略，產業氛圍的成長支持地域的核心賦能發展（Albino et al., 1999），因而成為檢視區域中

有無可學習的模範者和模仿其整體投資階段過程的重要指標，對於區域內外企業進駐和設立工廠

的組織決策相當重要（Fornahl, 2003），換句話說，跨國企業的總公司與工廠的區位選擇行為對

於區域發展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過去的文獻在探討跨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時，或僅論及總公司設立的區位選擇行為，認為總

公司選擇區位的主要考量是該地區是否可以使總公司獲得更多與產品生產、銷售相關的資訊或是

可以提供其他更多特定功能的服務（Holloway and Wheeler, 1991; Shilton and Webb, 1995; Lovely et 

                                                      
3
 依 Rugman and D‘cruz（1997）認為區域中的多國企業（MNEs）具有領導的地位，其領導著區域中由四個

重要成員組成的產業網絡：關鍵供應者、關鍵顧客、特殊競爭者及非商業的相關基礎建設，帶領區域內相

關成員共同發展，形成一種區域特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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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5），或僅論及在地主國（host country）的區位選擇行為及與在地企業間的互動情形（Somlev 

and Hoshino, 2005; Fornahl, 2003），認為聚集經濟、成本項目和接近市場是吸引跨國企業投資的

主要原因(Coughlin et al.,1991;Luger and Shetty,1985; Head and Mayer，2004；Mayer et al.,2010)，

但卻忽略了跨國企業在面對母國(home country)的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特性的差異時，基於多工型

工廠（multiplant）的特性，其總公司與母國工廠設立之區位選擇行為彼此之間是否相關的探討，

因此引發本文的研究動機。 

為了彌補過去研究的缺憾及凸顯本文不同之處，本文結合總公司區位選擇以及企業投資設廠

的區位選擇因素，聚焦於跨國企業投資多工型工廠歷程決策之整體分析，探討其在面對投資母國

區域環境及工業地域競爭時，區位選擇行為的結果，以台灣本島地區為分析主體，透過北、中、

南三大區域的劃分4，檢視台灣地區三大區域中1000大製造業5企業總公司與旗下多工型工廠的整

體投資時間歷程與空間區位，以及廠商組織型態，其再投資的區位選擇核心因素為何？其再投資

的區位選擇將如何決策？ 

全文分成五大部分，第二部份回顧相關理論與假說，第三部份為樣本及研究方法說明。第四

部份則實證探討影響跨國企業總公司與工廠設立之間的區位選擇因素。最後為結論。 

二、理論與假說 

本文分析的面向是考慮跨國企業企業總公司與旗下多工型工廠的整體投資時間歷程與空間

區位，在面對區域優勢及工業地域競爭時，如何影響其區位選擇的行為，故從跨國企業的組織決

策及區域環境兩方面進行相關理論與文獻的分析，最後依理論文獻回顧結果及本文研究的需要建

立相關驗證假說。 

(一)廠商的組織決策 

跨國企業是區域生產網絡中探討的重要核心，也是區域發展中關鍵行動者(Rugman and 

D‘cruz,1997)，其在區域中的活動對於區域成功與發展有重要影響，使得廠商從外部受到吸引進駐

投資（Fornahl, 2003）或區域內部廠商受到影響。因為企業對於區域中子公司與旗下工廠之控制

能力，衍生而出的是區域中子公司與工廠設置數量成為在地的無形資產（Caves, 1996），也同時

影響技術獲取方面的競爭力（Somlev and Hoshino, 2005）。因此，跨國企業廠商在區域中的運作

行為透過分享認知表象和區域特化資訊的處理，以及工業地域中的網絡效應，影響的將不只是其

上下游串聯的廠商，而是整個外部的創新環境與企業內部組織，也影響著區域中廠商的決策過程

（Fornahl, 2003）。 

從Dunning(1973)的觀點，所有權(ownership)、區位(location)和內部化(internalization)等優勢均

會影響企業的外國投資行為，亦即對企業來說其所有的區位選擇行為都是組織上的決策和區位決

策上的串連決定。因為企業或廠商的活動導致一些相同的區域因素，會存在影響到活動和引發特

                                                      
4 學者認為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的產業經濟發展歷程，產業、制度和區域三要素型塑的路徑相依發展模式，使得台灣地區北、

中、南三大區域發展出各自獨特且具有潛力的製造業特性(參見 Hsu and Cheng,2002)。 
5 以 2006 年台灣地區製造業 1000 大企業調查資料，採用 OECD 對於知識密集型產業之定義，選定知識密集型製造業廠商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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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區域資產的行為（Nerlinger and Licht, 1998），因此僅就環境上作分析是不足以解釋區域分化和

企業家活動的改變行為（Fornahl, 2003），只有把一般環境條件的衝擊，以及影響資訊改變與處

理都納入考量，企業新興廠商的真實決策才能被適當的解釋。依循這樣的觀點，探討跨國企業的

區位選擇行為時，必須同時考量廠商組織決策上的差異以及區位行為彼此間的關係。 

1.總公司區位 

企業自身資產、技術能力、成本上的節約，以及企業學習的能力都會影響區位選擇上的決策

行為（Dunning, 1988;Caves, 1996; Padmanabhan and Cho, 1996; Diez, 2000），企業總公司是廠商策

略行為的主要核心，在企業集團組織中，企業總部擔負全集團決策地位，任何企業活動包含投資、

建廠、對外技術交流等等，都必須透過總部進行決策行為(Daniels,1998；Kotabei et al.,2002），企

業總部在空間的集群與分散現象，顯著的影響一個地區的成長競爭力(Shilton and Webb,1995；

Holloway and Wheeler ,1991)。 

依據一般的認定，企業總公司具有不同於生產性工廠之功能的概念（Daniels, 1998），總公

司必須協調和管理不同層級的工廠，提供廣告、會計和法律等服務，因此，企業總公司的區位與

生產性工廠的區位不同，或許是單純的希望將管理的功能遠離吵雜和擁擠的生產廠域(Henderson 

and Ono,2008)，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總公司希望能夠接近獲得較多與產品相關的市場資訊和特定服

務功能的地區以及收集其他企業總部的資訊，因此傾向在較大以及服務功能較強的都會地區聚集

(Lovely et al.,2005)，為了滿足這樣的需求，提供多樣化服務功能的地區或是特殊差異化服務的地

區都有可能吸引企業總公司進駐(Ono,2006)，亦即總公司的區位選擇同樣受到地區條件特性的影

響(Henderson and Ono,2008)。 

然而從利益最大化的觀點來說，企業在選擇投資設廠區位時，考慮的是區域可否產生淨利

益，這些淨利益包括地理上的利益(區位品質的利益)以及其他廠商聚集在同一個區域的聚集利益

(Figueiredo et al.,2002)，例如勞力密集型產業多趨向於低廉勞力地區，科技產業則注重高人力素

質或基礎建設發達的地區（Harrigan,1995），而且會隨著產業特性而選擇具有垂直或水帄技術外

溢較強或是選擇究竟是較接近供給者或需求者的地區(Thompson,2002)，這些聚集利益可以包括聚

集經濟、地區原料或消費者資源、資訊流、區位搜尋成本的降低、市場力量以及藉由在地區上相

關不同型態的經濟和制度效應所形成的廠商聚集行為(Linda and Chyau,2006)。當企業依循利潤最

大化，尋找利益而到過去未投資過之區域設立新廠的同時，也產生了地理鄰近性的價值；基於地

域知識外部性有空間上的限制，因此愈接近知識來源的廠商將會有較佳的創新成效，因此地理的

鄰近性滿足了廠商合作的需要（Malmberg and Maskell, 2002）。 

企業總公司對於組織外部性控制的掌握程度，決定了廠商在區域中創新的潛在能力（Diez, 

2000），儘管企業對於總公司和生產性的工廠在區位選擇上因為自身的功能需要而有特定的考

量，但是因為總公司扮演協調旗下工廠的重要角色，如果與生產性工廠的空間距離太遠，可能導

致企業在各個工廠間的管理和溝通的成本大幅增加(Henderson and Ono,2008)，因此企業必須衡量

總公司究竟需要鄰近差異化的服務或其他的企業總部或是鄰近本身的工廠(Ono,2006)。 

2.投資經驗 

跨國投資經驗可能有助於增進廠商在新市場的學習能力，從國際運作上取得的市場經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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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一個國家轉換成另一個國家，這種市場投資經驗的知識對廠商的國際化是重要的(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 因 此 廠商 的 投 資 經 驗 及 本 身 具 有 的 網 絡 關 係 有 助 於 跨 國 投 資 進 行

（Davidson,1980），同時當廠商具有距離較近的相似市場經驗時，可能比沒有相似經驗的廠商在

運作上來得較容易(Lin,2010)。Basile et al.(2008)認為過去投資結果是未來再投資的關鍵性指標，

Mayer et al.(2010)也認為企業在選擇國外或國內投資時會因為母國經驗而有較高的機會投資在母

國，因為企業可以從既有存在的聚集外部性中獲利。  

企業從事跨國投資的區位選擇隱含著對所有可能選擇的區位有相同的資訊搜尋成本，因而在

不同的替選地點間選擇能得到最大利益的地點(Figueiredo et al.,2002)，然而相較於在國內投資的

情況來說，長期的投資經驗使得企業對於國內的投資環境已經累積較多的資訊，因此對於不同的

區位條件特性不太可能再有相同的搜尋成本，而且企業在國內先前投資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網絡

和其它型式連結的社會資本都是無法在其他地方複製的重要資產(Woolcock,2001; DiPasquale and 

Glaeser,1999)，雖然企業設立新的工廠主要考量需求和成本因素，或是聚集經濟的影響(Coughlin et 

al.,1991;Luger and Shetty,1985)，但是企業與供應商或消費者的長期關係，或是企業決策者自身的

社會連結或友誼，也會影響企業投資在設廠時的區位決定(Figueiredo et al.,2002)。 

3.路徑依循 

地區的條件特性影響企業的區位選擇已經受到許多理論和實證的證明，聚集經濟、勞力成

本、基礎設施完備、市場等實質影響廠商生產力的特性都會影響廠商進駐的意願(Coughlin et 

al.,1991; Figueiredo et al.,2002；Harrigan,1995；Head and Mayer，2004；Lin,2010；Luger and 

Shetty,1985; Mayer et al.,2010)，而相對較難觀察而且可能不會影響廠商生產力的當地居民的消費

偏好、城市規模或犯罪率等地區的非實質因素可能也會影響企業的區位選擇，這些非實質因素隨

著時間受到公路建設、都市擴張、執政者更替的政策改變、人口的遷移等影響，因而改變了地區

的經濟條件(Henderson and Ono,2008)，同時，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產業和地區互動的歷史性社

會鑲嵌的結果(Hsu and Cheng,2002)，而政府在區域上所推行的各種政策將影響經濟的發展

(Chidlow et al.,2009；Lin,2010)，階段的演進則隱含著不同階段政策的影響(Gereffi,1990；Hsu and 

Cheng,2002)，因此，產業、地區和制度這三種力量因而循著路徑相依的形式型塑了每個地區特有

的經濟發展型態和特徵(Hsu and Cheng,2002)，而面對經濟單元間的外部效果，廠商因為不願意失

去原來累積的社會資本和合約(Henderson and Ono,2008)，同時廠商在面對不確定的競爭因素時必

須仰賴受到不同制度所支持的互動行為(Hsu and Cheng,2002)，因此，這種路徑相依而改變的經濟

環境基本上並不易使得廠商改變投資的區位。 

(二)區域環境與聚集經濟 

區域優勢代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特定的資源、網絡、制度或其他優勢，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生

產的基本變數(Rugman and Gestrin,1993)，不僅是由廠商和制度創造的知識存量構成，也包含這些

組織本身和在地環境的交互作用，區域中公私部門行動者和相關機構的地方化網絡，讓區域內的

行動者和機構的活動產生互動，以便能輸入、調整和傳播新技術（Evangelista et al., 2002），因此，

在地特性不可能只獨立存在於廠商個別單位，區域環境為各單位活動者的網絡的帄台，由個別活

動者與廠商互相學習，透過新技術與新知識的積累轉化為地區特殊產業，而各單位之間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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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將會包含知識和資訊的流動、投資循環、網絡或其他合夥關係。這些互動正是促成和驅使在地

生產系統的發展，以及強化區域賦能的重要過程。 

區域發展不只由地域性的具體機構形成，也由多種地方機構形成。在這樣的概念下，特別區

域的地方因素將變得顯著，因此區域的聲譽、投資獎勵、技術勞力供給與成本、學術單位資源的

取得，與公共設施的完備性（Braun and McHone,1992）等都是影響區域發展的因素，而與科學、

技術和管理有關的高級人力投入、設立科學園區、大學或相關的研究機構和政府的財政補貼等，

則是一般被認為可以促進技術產業發展以提升區域經濟的公共政策選項(Storey and Tether,1998)。  

而產業群聚的發展則被認為是促進區域發展的策略性工具，產業群聚包括一連串的上、中、

下游產業以及其他的企業或機構，也包括政府和其他像是大學、制訂標準的機構、智庫、職業訓

練中心以及貿易組織等（Porter,2000）。群聚所產生的聚集經濟效果影響企業在區位選擇上的決

定最早為Weber的工業區位理論，其從成本觀點出發，指出運輸成本、勞力成本及聚集經濟是影

響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跨國企業從事國外投資時，聚集經濟也是影響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 

(Chidlow et al.,2009)，這樣的聚集經濟概念，可以分為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和都

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es）二部分，地方化經濟是指產業在該區位擴大其總產出所產生

的利益，發生於同一產業內部同廠商間的效果；都市化經濟係指都市中一般經濟活動，對廠商所

產生的生產利益，發生於產業與產業間，而無論是都市化經濟或地方化經濟都是影響企業區位選

擇的重要因素 (Figueiredo et al.,2002) 。 

Marshall指出在空間範圍內發生的技術累積、know-how和知識，創造出一種有利於提高經濟

成長和刺激技術創新產生和傳播的「產業氛圍」（Evangelista et al., 2002），認為工業地域廠商之

間易於傳遞資訊、知識和技術的內部能力，是其關鍵成功因素，工業地域使中小企業更具競爭力，

其產生許多正外部性，使地方中小企業能獲得大廠才有的良好營運績效。雖然工業地域通常以大

量小廠聚集為特徵，但並不代表工業地域即不能與大廠並存，尤其，若從工業地域演進的觀點來

看，大廠為工業地域發展的必要條件，透過傳遞技術和科技給區域，幫助小廠成長。工業地域的

成功常賴於輸入區外的智慧、組織與科技投入，在其中，大廠及主領廠商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Boschma and Lambooy, 2002; Guerrieri and Pietrobelli, 2004）。 

工業地域由於第三義大利研究而受到關注，因此其劃分的方法經由後續研究沿用後，已凝聚

某種程度的共識（Cainelli et al., 2006; Tappi, 2003），主要為地方勞力系統（Local labor systems, 

LLS）6和地方生產系統（Local production systems, LPS）7的劃分方法，其建構在地方勞力系統或

通勤圈的基礎之上，以勞力供應來源做為主要的劃分準則。 

基於這樣的理論，本文選擇了科學園區的設立以及代表地方化經濟以及都市化經濟的指標作

為影響廠商投資設廠的區域環境及聚集經濟的代表變數，以下分別討論之： 

1.科學園區的設立 

政府的產業政策經常基於為了鼓勵特定產業、均衡區域城鄉發展或建構合作網絡等特定政策

                                                      
6 Sforzi(2002)建立界定與劃分工業地域的方法。定義符合下列三條件的地方勞力系統為工業地域，依此標準，最後共分出 199

個工業地域：（1）LLS 製造業員工數與非農業總員工數的比例要高於全國帄均；（2）LLS 專業化於一特定製造業；（3）LLS

員工數少於 250 廠商的員工比例須高於全國帄均。 

7 De Propris(2005)運用 Sforzi 方法的概念，用通勤圈域（travel-to-work area）為單元，以製造業就業比例、廠商規模、產業專

業化、產業專業化與廠商規模四項準則提出地方生產系統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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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考量，而將相關性的產業引導安排於某一特定的地區中(Higashi，1995)，而為了促進區域經

濟的發展，設立科學園區是一個具吸引力的科技政策選項，因為相對於其他促進經濟發展的補貼

或創投基金政策，科學園區的建立相對快速，而且當廠商進駐時就可以展現成果(Wallsten,2001)，

科學園區的設立通常有兩個目標，第一，扮演一個育成的角色，使區域中的高科技廠商或是新的

成員得以成長和發展，在廠商創新的過程中滿足對於Know-how移轉的需要；第二，成為區域發

展的催化劑，為地區帶來成長的動力（Felsenstein,1994）。成功的科學園區將會吸引廠商進駐（Luger 

and Goldstein, 1991; Braun and McHone, 1992），進而成為一種高科技產業技術交流的帄台，因為

區內建設及其衍生的關係網絡，在工業地域的論述隱含著具有區域賦能的積極作用，因此被認為

對於地區的經濟效益佔有極大貢獻。 

2.地方化經濟 

地方化經濟為都市內之某種產業因廠商聚集而得以共享生產要素，以降低生產成本，在這樣

的概念下，廠商在區位上的地理鄰近性將有助於促進廠商間的知識外溢、默示知識移轉，以及技

術擴散，整體的發展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使產業得以持續成長（Glaeser et al., 1992）。一般認

為產業型態並不會影響聚集差異，高工資與技術先進的產業會產生聚集，低工資與低技術產業同

樣會有聚集現象（邊泰明、麻匡復，2005）。 

而廠商聚集是為了節省交易成本(Storper,1995）。由於交易與生產型態的複雜性，地理距離

上的遠近使得默示知識與信任成為交易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並由此推論出廠商在地聚集的原

因（Newlands, 2003）。 

Carlton(1983)是首先實證地方化經濟與廠商區位選擇的學者之一，其利用離散選擇模型

(discrete choice model)實證發現美國都會地區的廠商設立分廠時，區位的選擇受到地方化經濟的影

響，而Hansen(1987)針對巴西國內廠商的區位選擇研究也得到相同的證實，Figueiredo et al.(2002)

則證實了地方化經濟明顯影響了本地和外來廠商在設立新廠時的區位選擇，因此，地方化經濟不

僅提升廠商的生產獲利，也正向的影響了廠商的設廠區位選擇(Figueiredo et al.,2002)。 

3.都市化經濟 

都市化經濟指同一地區內所有產業的所有廠商，因為該地區擴大整個經濟規模時（勞力供

給、金融設施），可能因為某地區良好的運輸設施或是眾多金融服務業，使得帄均成本下移所產

生的生產利益，發生於產業與產業間。 

Bartik(1985)針對廠商的設廠區位研究中就證實了經濟活動聚集所產生的都市化經濟與低勞

力成本和稅率均會吸引新投資進駐，而Coughlin et al.(1991)、Woodward(1992)和Guimarães et 

al.(2000)也證實了都市化經濟較高的地區會吸引外國廠商投資進駐，這種多樣化的產業或服務活

動的聚集利益，可能降低新廠商進入該地區的資訊搜尋成本，因而吸引廠商投資該地區(Figueiredo 

et al.,2002)。 

(三)假說建立 

由於企業的投資、建廠、對外技術交流等活動，都必須由總部進行決策(Daniels,1998；Kotabei 

et al.,2002），雖然總公司與生產性工廠的功能概念不同（Daniels, 1998），但是總公司對獲得較

多的市場資訊和接近特定服務功能的區位選擇需求(Lovely et al.,2005)，顯示其區位選擇亦受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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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條件的影響(Henderson and Ono,2008)，而且總公司須協調旗下的工廠，如果與生產性工廠的空

間距離太遠，可能增加管理和溝通的成本(Henderson and Ono,2008)，因此為了瞭解總公司區位是

否對其再投資生產工廠的設立區位有實質的影響，本文提出「總公司區位正向影響再投資工廠的

區位選擇」的第一個假說。 

雖然先前投資對現有環境的瞭解將使企業體認較低的風險，使其更能確認投資的區位

(Davidson,1980;Lin,2010），而成本、聚集和接近市場也是影響企業區位選擇的因素(Coughlin et 

al.,1991;Luger and Shetty,1985;Mayer et al.,2010)，但在過去研究中較少提到廠商是否會對同一區域

有再投資偏好，就企業而言，當完成第一次投資後，其在該地所建立的社會資本關係可能正面影

響企業進行第二次投資時的區位選擇行為(Figueiredo et al.,2002)，為了瞭解台灣跨國企業廠商在

母國選擇投資區位時是否受到之前投資經驗的影響，本文提出了「第一次投資設廠決策經驗將正

向影響後續再投資工廠的區位選擇」的第二個假說。 

除了地區的聚集經濟、勞力成本、基礎設施完備、市場等實質條件特性會影響企業的區位選

擇外(Coughlin et al.,1991; Figueiredo et al.,2002；Harrigan,1995；Head and Mayer，2004；Lin,2010；

Luger and Shetty,1985; Mayer et al.,2010)，當地居民的消費偏好、城市規模或犯罪率等非實質因素

隨著時間的影響，也會改變地區的經濟條件(Henderson and Ono,2008)，由於地區的經濟發展是產

業和地區互動的結果(Hsu and Cheng,2002)，而政府不同階段的政策將影響經濟的發展(Chidlow et 

al.,2009；Lin,2010；Gereffi,1990；Hsu and Cheng,2002)，因此，地區特有的經濟發展特徵乃藉由

產業、地區和制度循著路徑相依而形成(Hsu and Cheng,2002)，為了探究這種路徑相依所造成的地

區經濟型態的差異是否影響廠商的再投資區位選擇行為，本文提出「路徑相依的結果正向影響再

投資區位選擇決策」的第三個假說。 

由於區域的聲譽、投資獎勵、技術勞力供給與成本、與公共設施的完備性等地方因素對區域

發展甚為重要（Braun and McHone,1992），而設立科學園區一般被認為可以促進產業發展以提升

區域經濟(Storey and Tether,1998)，因為科學園區可以扮演育成的角色，使區域中的新成員得以成

長和發展，而且成功的科學園區會吸引廠商進駐（Luger and Goldstein, 1991; Braun and McHone, 

1992），因而為地區帶來成長的動力，扮演區域發展的催化劑（Felsenstein,1994），因此，為了

解區域內科學園區之設立是否為影響廠商再投資工廠之重要變數，本文提出「科學園區之設立正

向影響廠商再投資工廠的區位選擇」的第四個假說。 

此外，聚集經濟也是影響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Chidlow et al.,2009)，由於這種聚集經濟

概念可以分為地方化和都市化經濟二部分，而某種產業因廠商聚集而得以共享生產要素，以降低

生產成本的地方化經濟，有助於促進廠商間的知識外溢、默示知識移轉，以及技術擴散，使產業

得以持續成長（Glaeser et al.,1992）。另外，同一地區內所有產業的所有廠商，因為該地區擴大

整個經濟規模時，所發生的多樣化的產業或服務活動聚集利益的都市化經濟，也能降低新廠商進

入該地區的資訊搜尋成本，因而吸引廠商投資該地區(Figueiredo et al.,2002)，因此，無論是都市

化經濟或地方化經濟都是影響企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Figueiredo et al.,2002)。為了探討是否兩

者均影響台灣企業廠商的再投資區位選擇決策，本文因此提出了「地方化經濟正向影響廠商再投

資工廠的區位選擇」的第五個假說和「都市化經濟正向影響廠商再投資工廠的區位選擇」的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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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假說。 

三、 樣本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2006年製造業1000大廠商為基準，採用OECD對於知識密集型產業之定義

8，選定知識密集型製造業廠商樣本，再結合科學工業園區投資進駐的產業劃分標準之六大類型產

業9，劃分七大類產業類型
10

，並採用林淑雯(2010)將台灣地區劃分為39個工業空間分析單元11的

結果，參照LLS與 LPS以製造業專業化為工業地域的要素之一的劃分方法，以代表製造業專業化

之製造業LQ12作為主要篩選指標，保留製造業LQ大於1者，但考量某些分區可能製造業LQ並未大

於1，但有大量的製造業員工聚集，故將員工人數超過五萬人的工業空間分析單元亦納入工業地

域範疇13，依此程序收斂為26個工業地域14，同時依照各工業地域之地理空間位置參照台灣地區區

域計畫之區域範圍15及經濟部工業局針對轄下工業區設置北、中、南工業區管理處的區域範圍16，

進一步將26個工業地域歸入為北、中、南三大區域
17

。 

透過工業地域的劃分將位於工業地域內的廠商總公司之區位予以確定，總計製造業1000大廠

商有968家位於工業地域內，知識密集型廠商計有664家，生產中工廠共計1523家。 

為深入了解1000大企業實際在地投資設廠之生產情形，本文進一步透過公司登記及工廠登記

18，去除系統中有遺漏值的廠商，或是登記錯誤者，以了解企業廠商總公司設立日期及區位，企

業旗下所屬之工廠設立之時間歷程與投入區位，以及生產製造的產業類別，共篩選出2093家工

廠，其中現仍在生產中之工廠為1370家；其餘為過去設廠後歇業、遷廠、關廠、公告註銷，可認

定為現已停止生產者共計723家工廠，隸屬於607家知識密集型製造業企業廠商，其中394家為多

工廠型的總公司，213家為單工廠型的總公司。在投資歷程上，工廠的設立1至2家的比例約佔52%，

而設立超過3家約佔16.63%，超過4家約佔10.85%，超過5家約佔6.69%。整體而言，約86.4%不會

設立超過5家工廠，而90%不會設立超過6家工廠。 

                                                      
8 知識密集型製造業：包括航太、汽車及其他運輸業、通訊、電腦及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製藥及化學製品、半導體、科學儀

器、電機、機械等。採用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原因在於台灣在經濟發展歷程中，產業已成功轉型為高技術及高資本密集

型產業，過去以勞力密集為主之製造業逐漸消失或移轉至其他國家，故目前台灣製造業類型主要以資本及技術門檻較高之

產業，如資訊相關產業為主，而以 OECD 對知識密集型製造業之定義，較符合目前台灣製造業產業發展現況，故將其定為

研究對象探討其投資區位選擇行為。 
9 依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統計資料六大產業為主積體電路產業、電腦及週邊產業、通訊產業、光電產業、精密機械產業及生

物科技產業。 
10 依序為：積體電路、電腦及周邊設備、通訊、光電、精密機械、生物科技、化學材料與製品， 
11 劃分的結果北部區域包括 13 個工業空間分析單元，中部區域包含 14 個工業空間分析單元，南部區域計有 10 個工業空間

分析單元，東部區域僅包含 2 個工業空間分析單元，詳細見林淑雯(2010)。 
12 製造業 LQ 計算公式：（地域製造業員工數/地域總產業員工數）/（全國製造業員工數/全國總產業員工數），總產業員工數

以工商普查總員工數代表。 
13 各工業空間分析單元製造業員工數統計皆以 2001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計算得出，採取聯集概念，符合兩指標之一者

即屬於工業地域。 
14 由於國內是否存在如義大利等地之工業地域尚無定論，本文係分析地區環境內因都市化或地方化經濟等產業聚集情況差異

對廠商區位選擇的影響，故本文的工業地域偏向地區環境的觀念。 
15 參見內政部營建署網站(http://www.cpami.gov.tw/) 
16 參見經濟部工業局網站(http://www.moeaidb.gov.tw/) 
17 如附錄一。 
18 資料來源：2007 年「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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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廠組織型態方面，仍在生產的1370家工廠中，以總公司與工廠合併的型態設立的單工廠

型工廠有154家，而總公司向外設立單一分支工廠者有59家。而多工廠型工廠中，總管理機構對

外設置分支工廠者有882家，多工廠型總公司兼具總公司管理與工廠生產的功能者有275家。 

進一步觀察廠商進駐後再投資的決策行為，表2顯示總公司所在區域與其生產工廠的投資進

駐區位選擇之關連性，總公司所在北部區域者有95.8%會選擇北部區域來設立生產工廠；總公司

所在中部區域者有76.71%會選擇中部區域來設立生產工廠；總公司所在南部區域者有76.71%會選

擇南部區域來設立生產工廠，和總公司中部區域的機率相同。 

表 1 總公司區與首次設廠區位關聯表 

首次設廠

區位 

 

總公司區

位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總計 

總廠商數 百分

比 

（%） 

總廠商數 百分

比 

（%） 

總廠商數 百分

比 

（%） 

總廠商數 百分

比 

（%） 
（各階段首

次設廠家數） 

（各階段首次

設廠家數） 

（各階段首次

設廠家數） 

（各階段首次

設廠家數） 

北部區域 

442 

95.88 

14 

19.18 

17 

23.29 

473 

77.92 （86, 301, 

55） 
（4, 8, 2） （3, 12, 2） （93, 321, 59） 

中部區域 
10 

2.17 
56 

76.71 
0 

0.00 
66 

10.87 
（3, 5, 2） （23, 28, 5） （0, 0, 0） （26, 33, 7） 

南部區域 
9 

1.95 
3 

4.11 
56 

76.71 
68 

11.2 
（2, 6, 1） （2, 1, 0） （14, 31, 11） （18, 38, 12） 

總計 

461 

100.0 

73 

100.0 

73 

100.0 

607 

100.0 （91, 312, 

58） 
（29, 37, 7） （17, 43, 13） 

（137, 

392,78） 

註：（ A, B, C ）分別為1951-1980、1981-1999、2000年後首次設廠之廠商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次投資設廠後，計有487家再投資，比例為80.23%，其中總公司在北部區域而第一次進

駐亦投資北部者，在第二次投資選擇北部區域的比例達到76.24%。而總公司所在北部區域，而第

一次進駐投資中部或南部者，在第二次的投資選擇上，繼續選擇中部或南部區域的比例達到50%

與35.29%。  

至於總公司位於中部區域而第一次投資中部區域者，在第二次投資的決策上有78.57%的比例

選擇再投資中部區域，對於北部區域亦有高達60%的再投資比例，由於第一次投資未考慮南部區

域，故其後對於南部區域再投資的現象無法觀察得知。 

總公司位於南部區域而第一次投資南部區域者，在第二次投資的決策上有67.87%的比例選擇

再投資南部區域，對於北部區域亦有44.44%的再投資比例，而先前第一次投資中部區域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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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區域的再投資，故南部區域沒有再投資中部區域的現象，詳細情形如表3所示。 

表 2 首次設廠區位與第二次再投資設廠區位關聯表 

再投資區位選擇 

 

已進駐投資區位 

第二次再投資 

總公司所

在區域 

第一次 

進駐區位 
廠商數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總計 百分比 廠商

數 
百分比 

廠商

數 
百分比 

廠商

數 
百分比 

北部區域 

北部區域 442 337 76.24% 8 1.81% 14 3.17% 359 81.22% 

中部區域 14 3 21.43% 7 50.00% 1 7.14% 11 78.57% 

南部區域 17 2 11.76% 0 0.00% 6 35.29% 8 47.06% 

小計 473 342 72.30% 15 3.17% 21 4.44% 378 79.92% 

中部區域 

北部區域 10 6 60.00% 3 30.00% 0 0.00% 9 90.00% 

中部區域 56 4 7.14% 44 78.57% 3 5.36% 51 91.07% 

南部區域 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小計 66 10 15.15% 47 71.21% 3 4.55% 60 90.91% 

南部區域 

北部區域 9 4 44.44% 0 0.00% 4 44.44% 8 88.89% 

中部區域 3 1 33.33% 0 0.00% 1 33.33% 2 66.67% 

南部區域 56 1 1.79% 0 0.00% 38 67.86% 39 69.64% 

小計 68 6 8.82% 0 0.00% 43 63.24% 49 72.06% 

總計 607 358 58.98% 62 10.21% 67 11.04% 487 80.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整理總公司區位對於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的決策影響，篩選經過第一次投資後，再投

入區域做再投資區位選擇者，包括第二次投資、第三次投資，以及其後所有投資工廠行為，共計

1486家廠商旗下工廠，可以發現(表3)，總公司所在北部區域者有94.30%會選擇再投資北部區域來

設立生產工廠；總公司所在中部區域者有61.11%會選擇再投資中部區域來設立生產工廠；總公司

所在南部區域者有56.35%會選擇再投資南部區域來設立生產工廠。 

資料顯示的結果可以初步發現，再投資之區位選擇將會受到前次或數次投資（包含總公司區

位）的影響，亦即企業在區位選擇上的決策行為，會受到過去決策經驗的影響，在設立生產性工

廠的區位選擇上，可能有區位上的相互依賴性，後續將近一步實證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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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總公司區位與再投資區位關聯表 

再投資總

公司區位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總計 

總廠商數 百分

比 

（%） 

總廠商數 
百分比 

（%） 

總廠商數 
百分比 

（%） 

總廠商數 
百分比 

（%） （各階段設

廠家數） 

（各階段設

廠家數） 

（各階段設

廠家數） 

（各階段設

廠家數） 

北部區域 

943 

94.30 

90 

38.46 

102 

40.48 

1135 

76.38 （33, 

534,376） 

（ 1, 45, 

44 ） 

（ 6, 49, 

47 ） 

（40, 

628,467） 

中部區域 

30 

3.00 

143 

61.11 

8 

3.17 

181 

12.18 （ 1, 12, 

17 ） 

（ 5, 82, 

56 ） 
（ 0, 6, 2 ） （6, 100, 75） 

南部區域 

27 

2.70 

1 

0.43 

142 

56.35 

170 

11.44 （ 2, 10, 

15 ） 
（ 1, 0, 0 ） 

（ 8, 66, 

68 ） 
（11, 76, 83） 

總計 

1000 

100.0 

234 

100.0 

252 

100.0 

1486 

100.0 （36, 

556,408） 

（7, 127, 

100） 

（14, 

121,117） 

（57, 

804,625） 

註：（ A, B, C ）分別為1951-1980、1981-1999、2000年後扣除首次設廠之廠商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方法 

1.模型建構 

本文探討企業廠商對於旗下工廠在母國再投資的區位選擇行為，由於企業投資區位選擇行

為，一般取決於組織決策與區域環境互動的結果，前者指企業本身的條件與能力，後者則是地區

所擁有的優勢。因此在建構研究模型上，本文採用個體選擇模式中多項羅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從兩大類變數中，觀察分析影響廠商區位選擇的因素與程度。在模式檢定上，本文採用概

似比指標(likelihood-ratio Index)檢定羅吉特模型與數據間配適能力。 

為了驗證前述提出的假說，本文建構了三個模型，模型一為分析廠商設立營運總公司後，在

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第一次投資設廠區位選擇行為；模型二則延續第一部份之分析，探

討廠商設立營運總公司後，經過第一次投資，在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第二次的投資設廠

區位選擇；模型三探討廠商設立營運總公司，且經過第一次投資區位選擇行為後，未來整體再投

資的區位選擇行為，三部分皆採用北部區域為比較基準。 

2.研究變數 

本文採用1000大製造業企業廠商所設立工廠之區位為依變數，以工廠所在北部區域者為基

底，設為0，工廠所在為中部區域者為1，工廠所在為南部區域者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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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變數則分為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為跨國企業廠商組織決策之屬性變數，包括在台投資

經驗、總公司區位、第一次投資決策、時間歷程、產業類別；第二類型為區域環境變數包含區域

中科學園區的設立、產業專業化係數、H.H.I.；上述八類解釋變數依各變數特性予以分項，合計

依變數共計21項變數。 

八類解釋變數中共有三類為連續變數，其中在台投資經驗以再投資工廠區位選擇設立時，其

所屬跨國企業廠商在台灣地區已投資之工廠數為代表，地方化經濟以產業專業化係數19代表，其

源自於Marshall-Arrow-Romer（MAR）專業化經濟，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應用交易成本的概念來解

釋廠商聚集，與外部經濟單從生產成本與運輸成本的論述又更進一步。在衡量產業集中度指標的

方法上，過去文獻中多透過地區的產業就業人口數表示，產業就業人數反映了產業員工在空間聚

集的特性，產業就業人口數越多，代表該區域產業之聚集效果越大（Glaeser et al., 1992; 

Braunerhjelm and Svensson, 1996; Dekle, 2002）。都市化經濟則以雜異化經濟(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H.H.I.）指標20為代表，其源於Jacobs外部經濟，為都市內產業間互動與知識外溢所產生的

外部效果，在不同的產業間形成技術的擴散與知識的傳播（Jacobs, 1969）。H.H.I.指標的數值越

高，顯示廠商所面對的產業區域多樣性越低；反之，數值越低則顯示產業區域多樣性越高。 

產業專業化係數及H.H.I.均採用1981年、1991年與2001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進行計算，

並依工廠投資之工業地域為基準，於北部、中部與南部區域中，將跨國企業廠商整體投資之區位

選擇與時間歷程加以劃分並歸類21，以探討區域內產業專業化和產業多樣化對於再投資區位選擇

決策之影響。 

虛擬變數方面，總公司區位以跨國企業廠商總公司所在工業地域為基準，並歸類於北、中、

南區域中，以工廠樣本數最多之北部區域為基底，分列為二個變數，第一個變數虛擬總公司所在

中部區域者為1；第二個變數虛擬總公司所在南部區域者為1；路徑相依所造成地區經濟型態的差

異結果因為會隨著時間演變，因此以時間歷程作為變數來代表，而台灣的經濟發展從1960年代中

部地區興貣的製鞋業到1970年代政府扶植南部地區的石化產業發展，更進一步到1980年代發展電

子零組件和半導體產業，形成了以出口導向製造業的經濟發展模式(Hsu and Cheng,2002)，也代表

著製造業出口、進口替代以及 1980年代推動產業升級朝向高科技產業的三個發展階段

(Gereffi,1990)。 

而因應2002年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于宗先（2003）總合前述的發展階段，將

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歷程分成三個階段來觀察，第一階段為1951年到1980年，以加強改善投資

                                                      
19 產業專業化係數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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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iEmployees  ：為 i 工業地域製造業就業員工數  
 i 

Emp lo ye e s
：為 i 工業地域總就業員工數 

j Employees  ：為全國

製造業就業員工數        
Employees ：為全國總就業員工數 

20 
   

2

 jk 

2

k, i SSH.H.I.      * *＝        k k , ik , ik , i * *** )(   NNS ＝  

 N *k , i

：為 i 工業地域 *k 產業就業員工數   

2

 S
：為當年度全國 H.H.I.  *k 產業皆屬於製造業 

21 廠商投資工廠於 1981 年至 1991 年間者，採用 1981 年工商普查計算之工業地域產業集中係數和產業多樣化資料；投資工

廠於 1991 年至 2001 年間者，採用 1991 年工商普查計算之工業地域產業集中係數和產業多樣化資料；投資工廠於 2001 年

至今者，採用 2001 年工商普查計算之工業地域產業集中係數和產業多樣化資料。惟礙於資料限制與整體研究考量，廠商

於 1981 年前之投資工廠，皆採用 1981 年工商普查計算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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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推動勞力密集工業，建立出口導向產業為策略方針，透過匯率調整、進口管制和其他獎勵

外銷的措施，並推動十大經濟建設計畫，是經濟成長最快的時期。第二階段為1981到1999年，其

間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提供電子加工業零組件的需求，大量貿易出超，國民年帄均所得倍

增，並推動高附加價值產業包括精密機械、資訊、個人電腦零組件及金屬加工業等的成為後續主

要的產業策略。第三階段則為2000年以後至今，面對自由化、國際化，開放市場與國際接軌的經

濟環境。 

因此，時間歷程上採用1951年到1980年、1981到1999年、2000年迄今三大階段，第一個變數

虛擬第一階段1951到1980年投資設立工廠者為1；第二個變數虛擬第二階段1981到1999年投資設

立工廠者為1；產業類別則依據七大類產業類型為基準，同時進行模型分析，以作為模型的參考

變數。 

區域中科學園區的設立方面，以樣本廠商欲投資進駐的當時，區域中科學園區是否已設立為

標準，其工廠設立之時間後於區域內科學園區設立者為1，探討區域內科學園區之設立對於再投

資區位選擇決策之影響。第一次投資決策則因隱含廠商首次投資決策的基本概念，特別的是廠商

面對三個區域的區位選擇，可能是沒有經驗的，因此在選取變數上無法展現，將以模式一的結果

來代表。 

四、實證結果與假說驗證 

模型一探討廠商設立營運總公司後，第一次投資設廠區位選擇行為，選取企業廠商設立營運

總公司後，在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第一次投資設廠之樣本廠商，共計607家，納入總公

司區位、時間歷程、區域中科學園區的設立、產業專業化係數、H.H.I.、產業類型等六類解釋變

數，共計17項變數進行分析。 

模型二延續模型一，探討第二次投資之區位選擇行為，選取企業廠商做第二次的投資者，共

計有487家。並將總公司第一次投資經驗指標一併納入實證，共七類20項變數。 

模型三則探討企業廠商在台灣地區整體再投資之區位選擇行為，選取廠商設立營運總公司

後，在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所設立的所有廠商樣本資料，篩選經過第一次投資後，再投

入區域做再投資區位選擇者，包括第二次投資、第三次投資，以及其後所有投資工廠行為，共計

有1486家企業廠商旗下工廠，並一併納入設廠時總公司已設立工廠數代表在台投資經驗變數，共

八類21項變數，各模型之變數敘述統計表如表4。 

表 4 模型樣本敘述統計表 

模型    變數 帄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Model 1 

產業集中係數 1.217 1.353 0.422 2.287 0.125 

H.H.I. 1.453 1.525 0.386 2.456 0.726 

（總樣本數 N＝607） 

Mod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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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樣本敘述統計表 

模型    變數 帄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產業集中係數 1.265 1.374 0.396 2.287 0.125 

H.H.I. 1.461 1.525 0.390 2.456 0.726 

（總樣本數 N＝487） 

Model3 

設立時工廠數 2.995 2 2.458 18 1 

產業集中係數 1.284 1.374 0.406 2.287 0.125 

H.H.I. 1.475 1.521 0.396 2.456 0.726 

（總樣本數 N＝14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實證結果 

1.模型一 

多項羅吉特模型配合最大概似法實證結果如下表5，兩區域中皆顯著的變數為「總公司在南

部區域」、「1951-1980年」、「1981-1999年」、「區域內科學園區」、「產業集中係數」、「H.H.I.」、

「積體電路產業」、「精密機械產業」。 

表 5 第一次投資區位選擇實證結果 

區域別變數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總公司在中部區域 5.656 5.687 *** - 28.194 0.000 

總公司在南部區域 3.108 3.153*** 6.032 7.699 *** 

1951-1980 年 - 5.466 -4.393 *** - 6.270 -5.824 *** 

1981-1999 年 - 1.998 -1.680* - 1.378 * -1.643 * 

區域內科學園區 - 8.881 -5.464 *** - 7.142 -6.652 *** 

產業集中係數 - 2.958 -1.978 ** 8.989 2.639 ** 

H.H.I. 2.820 1.991 ** - 5.179 -1.809 ** 

積體電路 2.028 1.578 * - 2.864 -2.961 *** 

電腦及周邊設備 2.472 1.611 * - 1.119 -1.090 

通訊 0.303 0.066 - 1.935 -1.017 

光電 0.354 0.205 - 1.481 -1.206 

精密機械 2.152 1.628 * - 1.796 -1.876 ** 

生物科技 - 2.619 -0.904 - 1.642 -0.745 

概似比指標 ρ
2

：0.8128 

總樣本數 N：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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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一次投資區位選擇實證結果 

區域別變數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模型一的結果顯示，總公司設立於中部及南部區域者者，相較於北部區域，對於第一次設立

工廠投資行為分別在中部區域和南部地區有正向顯著影響，總公司位於南部區域者並且在中部區

域呈現顯著。而區域內科學園區對於第一次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在兩區域間皆呈現負向顯著，

隱含了中部與南部區域內科學園區對吸引廠商第一次投資設廠的效用不如北部區域的科學園區。 

代表工業地域地方化經濟的產業集中係數變項在中部區域相較於北部區域呈現負向顯著，而

南部區域則有正向顯著，顯示相較於北部區域，南部區域內工業地域地方化經濟程度越高，廠商

將偏好投資設立第一家工廠，而在中部區域則不然，另一方面，代表工業地域都市化經濟的H.H.I.

變項的實證結果正好與地方化經濟的結果相反，相較於北部地區，中部區域內工業地域之都市化

經濟程度越高，對於第一次的投資區位選擇有正向效用，而南部區域則呈現負向效用，對照模型

中時間歷程變項的1951-1980年與1981-1999年階段，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相較於北部區域對於廠

商第一次投資設廠的決策並未產生強烈的吸力的情形，以及考量產業類別參考變數的實證結果，

隱示了如Hsu and Cheng(2002)所言，北、中、南三大區域的發展確實各有其型態和特徵，因而使

得區內的工業地域對不同產業產生不同的選擇效用。 

2.模型二  

第二次投資區位選擇實證結果如下表6，在兩區域中皆顯著的變數為「1951-1980年」、「第

一次投資中部」、「區域內科學園區」。 

表 6 第二次投資區位選擇實證結果 

區域別 

變數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總公司在中部區域 20.180 0.000 0.628 0.544 

總公司在南部區域 -28.140 0.000 3.232 3.821 *** 

1951-1980 年 -8.174 -4.571 *** -5.452 -3.832 *** 

1981-1999 年 -2.600 -2.648 *** -0.109 -0.183 

第一次投資中部 3.977 3.825 *** 2.315 2.110 ** 

第一次投資南部 -26.690 0.001 4.425 4.897 *** 

區域內科學園區 -9.011 -5.672 *** -6.241 -4.969 *** 

產業集中係數 1.514 1.162 6.385 2.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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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二次投資區位選擇實證結果 

區域別 

變數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H.H.I. -0.571 -0.498 -4.150 -2.057 *** 

積體電路 3.804 2.584 ** -0.136 -0.129 

電腦及周邊設備 4.183 2.473 ** -1.352 -1.051 

通訊 3.608 1.947 ** -0.196 -0.147 

光電 5.188 3.156 *** 1.339 1.175 

精密機械 3.909 2.646 *** -0.851 -0.728 

生物科技 4.030 1.713 * 1.375 0.686 

概似比指標 ρ
2

：0.7683 

總樣本數 N：487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模型二納入第一次投資經驗指標實證，結果顯示，總公司區於中部區域者相較於北部區域，

對於第二次在中部區域設立工廠的行為，無顯著影響，而第一次投資於中部區域者，相較於北部

區域，對於第二次設立工廠投資行為往中部和南部區域有正向顯著影響。總公司於南部區域者，

相較於北部區域，對於第二次設立工廠投資行為在南部區域，有正向顯著影響。而第一次投資於

南部區域者，相較於北部區域，對於第二次設立工廠投資行為往南部區域，亦有正向顯著影響。

區域內科學園區對於第二次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在本模型仍然與模型一的結果相同，再一次顯

示中部或南部區域內科學園區相較於北部區域的科學園區並未對於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產生正向

效益。 

時間歷程變數的結果顯示在1951-1980年階段，相較於北部區域，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對於廠

商第二次投資設廠的決策，仍然未產生強烈的吸力，而在1981-1999年階段，南部區域呈現不顯著，

使得無法比較北部與南部區域在本階段對於廠商第二次投資行為影響產生的變化，但相較於對第

一次投資的負向影響，顯示廠商在第二次投資設廠時在本階段的評估可能不同於第一次設廠。地

方化經濟程度方面，相較於北部區域來說，南部區域內工業地域的地方化經濟程度對影響廠商投

資設立第二家工廠的偏好情形與其影響第一次設廠的情形相同，呈現正向的顯著，而中部區域內

工業地域地方化經濟程度對於廠商第二次投資則呈現不顯著的情形。對於都市化經濟方面，南部

區域內工業地域之都市化經濟程度對第二次的投資區位選擇仍然與其對廠商第一次的投資選擇

影響相同，呈現負向顯著影響。 

對照模型一的實證結果可以明顯發現，相較於第一次投資，廠商在選擇第二次投資時顯然有

了不同的考量，而比較明確的是在第二次投資時，第一次的投資行為明顯影響了第二次的選擇而

且展現了比總公司區位更顯著的效果，就如Figueiredo et al.(2002)和Basile et al.(2008)等人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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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前次的投資行為將影響下一次投資的決策。 

3.模型三 

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實證結果如表7，變數在兩區域中皆顯著的變數為「總公司在南部區

域」、「1951-1980年」、「第一次投資南部」、「設立時工廠數」、「區域內科學園區」、「產

業集中係數」、「H.H.I.」、「通訊產業」、「光電產業」。 

表 7 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實證結果 

區域別變數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總公司在中部區域 2.793 4.924 *** 0.657 1.068 

總公司在南部區域 -1.574 -1.585 * 2.740 7.751 *** 

1951-1980 年 -5.061 -7.138 *** -3.381 -5.701 *** 

1981-1999 年 -1.603 -4.333 *** -0.248 -1.086 

第一次投資中部 1.871 3.286 *** 0.651 1.121 

第一次投資南部 1.225 1.568 * 2.409 5.739 *** 

設立時工廠數 0.309 6.484 *** 0.143 3.378 *** 

區域內科學園區 -6.629 -12.332 *** -4.368 -10.149 *** 

產業集中係數 2.165 3.532 *** 6.102 7.259 *** 

H.H.I. -0.953 -1.723 * -4.512 -6.320 *** 

積體電路 0.486 0.929 -0.667 -1.657 * 

電腦及周邊設備 0.477 0.828 -1.057 -2.369 ** 

通訊 1.059 1.427 * -1.195 -1.687 * 

光電 1.752 3.062 *** 1.052 2.470 ** 

精密機械 1.282 2.553 ** -0.058 -0.143 

生物科技 0.891 0.847 1.543 2.247 ** 

概似比指標 ρ
2

：0.6123 

總樣本數 N：1486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模型三延伸總公司投資、第一次投資與第二次之區位選擇之探討，探討第一次投資以後，廠

商後續的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行為。實證結果發現，總公司位於中部區域者，相較於北部區域，

對於整體再投資設立工廠行為在中部區域有正向顯著影響。而總公司位於南部區域者，對於整體

再投資設立工廠行為在南部區域，亦有正向顯著影響。 

第一次投資區位對於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方面，第一次投資於中部區域者，對於整體

再投資設立工廠行為往中部區域，有正向顯著影響。而第一次投資於南部區域者，對於整體再投

資設立工廠行為往南部區域，有正向顯著影響，結合設立時工廠數變項的實證結果，廠商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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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設立工廠數，相較於北部區域，在中部或南部區域皆呈現正向顯著，接續模型二實證的結果，

前次的投資經驗將明顯影響下次的選擇，而區域中已設立之工廠數隱含過去每一次投資經驗的累

積，也說明了過去投資經驗成為再投資區位選擇的決策依據之一。 

時間歷程變數對於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方面，如同模型二相對於模型一的結果，在

1951-1980年階段，相較於北部區域，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對於廠商整體再投資設廠的決策，呈現

負向顯著，而在1981-1999年階段，南部區域呈現不顯著，顯示地區的經濟條件隨著時間的演變

(Henderson and Ono,2008)，經由產業、地區和制度依循著路徑相依的形式型塑了每個地區特有的

經濟發展型態和特徵(Hsu and Cheng,2002)，確實影響了廠商在不同時間階段的評估結果，但經過

第一次的投資選擇後並未產生改變。 

區域內科學園區對於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仍然與前述二模型相同，呈現負向顯著影

響，應可證實北部區域的科學園區相較於中部或南部區域內科學園區對於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確實

存在正向效益。地方化經濟程度方面，與影響第一次和第二次投資的情形相同，相較於北部區域，

南部區域內工業地域之地方化經濟程度，對於廠商整體再投資區位選擇有正向顯著影響，而相較

於北部區域，中部區域的地方化經濟程度則僅在本模型呈現正向影響。而相較於北部地區，南部

區域內工業地域之都市化經濟程度同樣與影響第一次和第二次投資的情形相同，對於廠商整體再

投資區位選擇有負向顯著影響，而對於中部區域則有正面影響。 

(二)假說驗證 

實證的結果顯示，總公司設立於南部區域者，其第一次、第二次及整體再投資的設廠行為相

較於北部區域，在南部區域皆有正向顯著影響。而總公司設立於中部區域者，其第一次設廠及整

體再投資的設廠行為，相較於北部地區在中部地區亦呈現正向顯著， 

顯示總公司再投資生產工廠的行為，將延續企業總公司於中部或南部區域之區位上之正向效

果，亦即在決定工廠區位選擇時會從利益最大化的觀點，選擇在同一個區域的聚集利益，以降低

區位搜尋成本及增加本身的在地無形資產和技術獲取競爭力，同時，總公司鄰近生產工廠也可以

降低企業在協調和監管各個工廠間的行政成本，這樣的實證結果也印證了Caves(1996）、Somlev 

and Hoshino(2005）、Linda and Chyau(2006)、Henderson and Ono(2008)和其他學者的論點，因此，

本文的第一個假說「總公司區位正向影響再投資工廠的區位選擇」是成立的。 

在第一次投資區位對於後續再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方面，模式二和模式三均顯示第一次投資

於中部區域者，相較於北部區域，對於後續設立工廠的投資行為往中部區域有正向顯著影響。而

第一次投資於南部區域者，相較於北部區域，對於後續設立工廠投資行為往南部區域，亦有正向

顯著影響。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明，廠商延續第一次投資生產工廠的行為，對於第二次投資活動有

正向的效果，表示第一次投資行為將成為在地投資的經驗考量法則之一，而第一次的投資行為明

顯影響了第二次的選擇而且展現了比總公司區位更顯著的效果，因此對於後續的區位選擇的決策

造成影響，就如同Davidson(1980)、Johanson and Vahlne(1977)等人認為廠商的投資經驗和市場運

作所獲得的經驗將影響企業投資行為，而且從先前投資所獲得的經驗將使企業體認較低的風險，

使得企業更能確認投資的區位(Basile et al.,2008；Mayer et al.,2010)，而受到企業投資後所建立的

社會資本關係或者是企業家本身對當地的情感等個人因素的影響，將使企業進行第二次投資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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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選擇傾向類似第一次的選擇(Figueiredo et al.,2002)，因此，本文的假說二「第一次投資設廠

決策經驗將正向影響後續再投資工廠的區位選擇」也獲得印證。 

在時間歷程方面，三個模型的實證結果，中部區域相較於北部區域在1951-1980年以及

1981-1999年二個階段，均呈現負向的顯著，而相較於北部區域，南部區域在模型二和模型三的

1981-1999年階段變數呈現不顯著，使得無法比較北部與南部區域在1981-1999年期間對於投資行

為影響產生的變化，但相較於模型一的負向影響，應可推論廠商對於南部區域產業發展在後續投

資的評估上，和第一次投資時的區位選擇考量乃有所不同。 

由於在台灣的經濟發展歷程中，區域的發展均以北部為主，政府投入的資源和政策也最多，

而1951-1980年間，北部區域在科技產業上發展的最好，廠商在此時期傾向偏好北部區域設廠的情

況是可以實證上可以預見的結果；到了1981-1999年間，在南北均衡的發展概念下，本次實證發現

不顯著的比較情形，可見此發展階段南部區域在高科技產業發展上已經有一定的程度。因此，雖

然隨著時間的演變而且循著路徑相依所造成的地區經濟型態的差異，確實影響了廠商在不同時間

階段的評估結果，但比對模型二和模型三的結果顯示，經過第一次的投資選擇後並未產生改變，

因此面對經濟單元間的外部效果，這種路徑相依而改變的經濟環境基本上並不易使得廠商改變投

資的區位，因為廠商不願意失去原來累積的社會資本和合約(Henderson and Ono,2008)，同時廠商

在面對不確定的競爭因素時必須仰賴受到不同制度所支持的互動行為(Hsu and Cheng,2002)。因此

本次實證的結果，假說三亦是成立的。 

區域內科學園區對於再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在三種模型中，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相對於北

部區域均呈現負向顯著的相同結果，顯示了雖然中部和南部區域後續均有科學園區的設置，但相

對於北部區域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其對於吸引廠商投資區位的選擇仍有明顯的差異，因

此，雖然科學園區可為地區帶來成長的動力（Felsenstein,1994），而且對於可以貢獻地區的經濟

效益（Luger and Goldstein, 1991; Braun and McHone, 1992），然而當區域內科學園區的發展相較

未臻成熟時，其區域內高科技產業賦能仍不足以吸引廠商投資進駐，因此本文的假說四僅在北部

區域時成立。 

以實證的結果來說，相較於北部地區來說，中部區域代表地方化經濟的產業專業化，對於第

一次的投資區位選擇有負向顯著影響，對於第二次投資區位選擇則呈現不顯著的情形，但對於整

體再投資區位選擇，則有正向顯著。另一方面，相較於北部地區，南部區域內工業地域之地方化

經濟程度，對於第一次、第二次及整體再投資的設廠行為均有正向顯著影響。雖然廠商聚集是為

了節省交易成本（Storper,1995），先進的產業與低技術產業同樣會有聚集現象（邊泰明、麻匡復，

2005），而地理距離上的遠近使得廠商在地聚集的原因成為重要（Newlands, 2003），因此相對

於北部區域地理距離較近的中部區域，其工業地域地方化經濟程度對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可

能就不如在南部區域中獲得重視，故本文的假說五「地方化經濟正向影響廠商再投資工廠的區位

選擇」於南部區域獲得證實，但並未於中部區域獲得證實。 

南部區域相較於北部區域而言，代表都市化經濟的雜異化程度在三種模型中均呈現負向的顯

著，表示相較於北部區域，南部區域內工業地域產業雜異化程度越高，廠商將不選擇在南部區域

再投資設立工廠，反而偏向再投資北部區域。而相較於北部區域，中部區域內工業地域產業雜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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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越高，廠商將選擇在中部區域投資設立第一家工廠，但第二次投資則呈現不顯著的情形，

整體再投資則呈現負向的顯著。由於台灣地區製造業外部經濟可能是以地方化經濟為主導(邊泰

明，1992），而且都市化經濟的外部效果可能是因為多樣化的產業或服務活動而降低外來廠商進

入該地區的資訊搜尋成本，(Figueiredo et al.,2002)，因而有利於吸引外國或外來的廠商(Coughlin et 

al.,1991；Woodward,1992；Guimarães et al.,2000)，然而以本文探討國內廠商在國內投資的情況來

說，因為長期投資的結果，企業已經建立無法複製的社會資本等重要資產 (Woolcock,2001; 

DiPasquale and Glaeser,1999)，因而對國內的區域條件特性累積一定的認識，對都市化經濟的外部

效果需求可能不如新進的廠商，因此本文認為相較於北部區域，面對中部與南部區域產業聚集情

況，國內廠商在母國再投資區位選擇偏好區域內工業地域的地方化經濟，而不偏好區域內工業地

域的都市化經濟，因此本文的假說六「都市化經濟正向影響廠商再投資工廠的區位選擇」未能成

立。 

五、結論 

本文以知識密集型製造業廠商為研究樣本的實證結果發現，企業廠商總公司之區位選擇會影

響其再投資區位選擇行為，其隱含廠商對各區域特性的掌握和影響力，當廠商在區域中設立總公

司後，將使得廠商的生產系統被吸引到這些區域，形成其他區域的無法替代性；而且廠商的第一

次投資經驗也會正面影響後續再投資工廠的區位選擇行為。因此，政府若能推動在台設立營運總

公司的政策，可望讓企業總公司在地化發展，形成一種群體的區域網絡行動，帶動上下游廠商聚

集的活動，並且藉由接下來再投資的活動，使廠商投資經驗慢慢培養出地域化之再投資軌跡。 

科學園區雖然可用來當作區域均衡發展的重點政策，但本次的實證結果發現，科學園區發展

的成熟度和產業的關聯性仍需到達一定的程度才能帶來對區域發展的正面幫助，而區域內產業特

性強化與升級將有助於與科學園區內產業的關聯性增加，科學園區也才能帶來對區域發展的正面

幫助，因此，未來中部與南部的科學園區仍應持續發展以達到和新竹科學園區相同的效能。 

另外，依循聚集經濟的概念，本文實證探討台灣地區三大區域內工業地域之地方化經濟和都

市化經濟對於企業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決策的影響，以產業專業化係數和產業雜異化指標為代

表，結果發現工業地域之地方化經濟，在特定的區域確實顯著正面影響廠商的投資區位選擇行

為，而相較於地方化經濟，工業地域之都市化經濟，對於廠商的再投資區位選擇有顯著負向影響，

因此，建議政策對於區域內的工業地域產業專業化應持續提升，以吸引廠商投資，帶動區域發展。。 

最後，本文以台灣跨國企業在台已完成之再投資佈局的角度，探討廠商再投資之區位選擇，

可能藉由歷史資料了解整體區域的發展結果，卻無法整合區域變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整個軌跡的

脈絡，雖然嘗詴將時間因素及產業特性納入，但涉及資料取得的困難性，與不易以量化資料衡量

之問題，主要仍參酌過去研究採用之變數，而且無法針對如2006年金融風暴此類總體經濟環境劇

烈變動後，廠商樣本和投資設廠的變化情形比對分析，故仍恐有不足，建議後續研究可以較具體

的量化資料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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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文雖專注於跨國企業廠商再投資母國之區位選擇，並採用台灣地區有跨國行為之製

造業1000大廠商資料進行分析，但礙於廠商實際在全球佈局之確切資料取得不易，無法檢視跨國

經驗對於廠商再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同時，建議後續亦可進行此部份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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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北、中、南三大區域及工業地域劃分表 

區

域 
工業地域 製造業 LQ 廠商數（家數） 員工數（人） 

 

北
部
區
域 

台北汐止 1.36 9795 251949 

新店文山 1.34 1550 45659 

三重新莊 1.01 16810 187235 

土城樹林 1.04 13100 177608 

桃園龜山 1.23 7330 164391 

大園觀音 1.24 1479 53797 

中壢帄鎮 1.28 4240 124919 

北新竹 1.31 1745 56470 

南新竹 1.72 3163 117247 

中
部
區
域 

竹南頭份 1.06 1363 27777 

銅鑼三義 1.40 1408 24942 

台中港 1.36 5377 63445 

潭子豐原 1.14 8682 96717 

台中 1.04 7561 83690 

太帄大里 1.04 6736 62468 

北彰化 1.55 12107 118024 

芳苑 1.93 379 6141 

埤頭員林 1.65 4472 46083 

麥寮 1.84 330 9492 

斗六 1.73 1638 30080 

南
部
區
域 

麻豆 1.66 1494 27050 

官田 1.63 497 15883 

台南新市 1.07 12373 177162 

路竹岡山 1.54 2986 50521 

高雄鳳山 1.01 5066 94812 

大寮仁武 1.08 2839 89727 

資料來源：整理自9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 

說明: 

北部區域共計有9個工業地域，在台北縣、市方面，包括汐止、三重新莊、新店文山、土城

樹林四個工業地域。桃園縣部分有三個工業地域。北部區域並無加工出口區分布，而科學園區則

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為主，除都市計畫工業區外，編定工業區為北部工業用地供給的主軸之一。

整體而言，北部區域擁有世界知名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形成一強勢的科技廊帶，以半導體和電

子零組件、通信資訊及機械器材為主軸，此外，鋼鐵及機械、機電及家電產業、化學下游與運輸

產業群亦於其間分布，顯示了產業專業化和多樣化並存的發展現象。 

中部區域共計有11個工業地域，和北部區域有所不同的是，中部區域有三個加工出口區，並

有部分的竹科基地以及正在開發中的中科台中園區和虎尾園區，區域中的編定工業區超越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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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工業區面積，成為本區工業用地供給的主要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九十年工商及服務業普

查總報告資料統計，中部區域製造業場所單位數目佔全國三分之一強，最多為金屬製造業、機械

設備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南部區域共計有11個工業地域，編定工業區與都市計畫工業區，皆為本區工業用地的重要供

給來源，在資源分配及產業發展類型上，與北部和中部區域有迥然不同的差異，過去的產業發展

乃為傳統與重化鋼鐵產業的專業化區域，高雄都會區域以鋼鐵及石油重化工業為主，周邊牽引出

相關金屬製造業以及或學材料製造業的發展。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立之後，則使南部區域整體

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得以提升，科技與傳統產業的比例上漸趨帄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