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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帶動許多產業進入投資，台灣汽車廠商也在這次經

濟成長階段中進軍中國大陸汽車市場。本文探究台灣汽車廠商赴中國

大陸投資可能採取的進入模式，並從若干情境因素－環境變數、條件

變數與目標變數，進行分析研究。本研究選取五家台灣汽車廠商，實

際觀察這些汽車廠商赴中國大陸從事投資活動時，採取何種海外進入

模式。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汽車廠商確實受到環境變數、條件變數與目

標變數影響，呈現出：(1)是否赴中國大陸從事海外直接投資，以及(2)
選擇不同的進入模式。我們並依據研究發現提出若干研究命題。 

關鍵字：進入模式、海外直接投資、情境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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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規劃與選擇，一直被西方學界與商界公認是國際

管理中最重要的決策之一。我國屬於標準型之海島經濟，對外發展經

貿關係本就是台灣賴以成長，甚至生存的唯一策略；只是我國最初的

發展模式與出口貿易幾乎成了同義字。而近年來隨著企業國際化的發

展，台灣廠商為尋求更便宜的生產要素，導引我國企業走向對外發展

的另一個新紀元。企業不分大小，不論產品為何，紛紛走向海外。隨

著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正好把這一股爆發的力量接引至被

認為是同文同種的海峽對岸。我國企業在幾乎還沒有來得及鑽研一下

國際市場經營理論，培養一點國際市場經營技巧的情況下，就以邊作

邊學(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投入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單憑自

認為同文同種的優勢，即與來自各國的知名企業在大陸市場上較勁。 

管理大師 Peter Drucker 曾形容汽車業是『工業中的工業』。因此，汽

車工業在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具有創造高附加價值以及擴增就業

量之影響，從生產到銷售過程牽連之產業極廣，被視為一個國家的

『火車頭工業』。正因為汽車產業對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影響至深，使

得有意深耕國家工業的國家均將其列為策略性工業，予以政策指導及

保護。 

台灣車輛工業總產值持續成長，1998 年達最高峰的 4,607 億元，佔台

灣製造業總產值之 6.36%，外銷值超過 1,300 億元。2004 年為 4,102
億元，佔台灣製造業總產值之 5.22%。總產值排名第五，僅次於電力

及電子器材業、化學材料業、金屬基本工業、食品飲料業，係台灣極

為重要之產業。其中車輛工業中又以汽車業之產值最高，每年之總產

值約維持在 1,300~1,900 億元之間。台灣車輛工業總產值如表 1。 

國內的汽車業相較於世界各國，最大的差異是普遍缺乏經濟規模，形

成的主要原因是市場規模不大，政府又採取開放政策，因此橫向的水

平整合程度相對就較低。不管是上游零件廠或下游的銷售業者，都不

可能單靠某家組裝工廠的需求；換言之，做煞車皮的零件廠會同時供

應十家組裝廠，銷售業者也不會做某家組裝廠的獨家經銷。以 2003 年

而言，國產車廠市場需求約 37 萬輛，但投入生產廠家已有 10 家，尚

未達到合乎經濟規模之產量。台灣 10 家車廠，除三陽與韓國現代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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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台朔與韓國大宇汽車、慶眾與德國福斯合作外，其餘 7 家皆與日

本汽車廠具合作或合資關係。儘管我國汽車工業長期以來在外國車廠

技術合作下，已累積許多生產裝配經驗，然而業者製造產品絕大部份

圖面及設計條件仍由技術母廠提供，加以國內市場狹小無法分攤研發

的風險成本，造成業者在研發方面之瓶頸，因此至今我國仍缺乏整車

設計及關鍵零組作開發成本。此外，台灣與國外技術合作之零組件廠

中，95%以上的合作對象為日本廠商，主要技術來源亦受日本控制。

此外，由於未達經濟規模，車廠為了避免開發風險，大都會挑選過去

賣的還不錯、或是原廠銷量較大的車種，這些通常就是大眾化的車

種。結果就是產品同質性高，競爭更為激烈。 

表 1  台灣車輛工業總產值 

單位：新台幣億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汽車業 1,444 1,646 1,644 1,570 1,660 1,840 1,618 1,777 1,300 1,616 1,756 1,865

成長率 -3.09 13.99 -0.12 -4.50 5.73 10.84 -12.07 9.83 -26.84 24.25 8.66 6.21

車輛工業 3,881 4,168 4,401 4,119 4,300 4,607 4,211 4,396 3,479 4,102 4,356 4,782

成長率 3.91 7.40 5.59 -6.41 4.39 7.14 -8.60 4.39 -20.86 17.91 6.20 9.78

佔製造業比率 7.84 7.77 7.26 6.81 6.74 6.36 5.63 5.18 4.64 5.09 5.03 5.22

資料來源：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中國大陸自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加強改革開放的力度，十年

來，經濟飛躍成長，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中國大陸過去吸引外資

的主要優勢是在於它的生產條件，因此，過去外商（或台商）投資的

產業主要集中在勞力密集型的業種，例如紡織、製鞋、玩具等傳統產

業。時序進入九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由於快速經濟成長所累積的內

需市場規模，以及因 13 億人口所構築的無限想像空間，雖然生產條件

的相對優勢不如過去，但是龐大內需市場的誘因則造成台灣更多產業

的加速外移。兩岸三地經濟成長率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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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兩岸三地經濟成長率(%)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台灣 6.10 6.68 4.57 5.42 5.98 -2.18 3.94 3.33 5.7

中國 9.6 8.8 7.8 7.1 8.0 7.3 8.3 9.3 9.5

香港 4.3 5.1 -5.0 3.4 10.2 0.6 1.9 3.2 3.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的持續發展，大陸汽車市場在過去 10 年間每年仍有

平均 19%的成長率（圖 1，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年鑑 2002 年版資料預

估），在全球汽車產能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已被歐、美、日各大國際

車廠視為全球汽車市場最後一塊處女地。據大陸國務院估計，未來隨

著大陸國民所得逐漸提高的情況下，至 2006 年，中國大陸汽車每年仍

有平均 10%成長率。 

汽車業的發展已有百年的歷史，而國內汽車業的創立，可以說是肇始

於裕隆汽車，裕隆汽車從 1953 年創立到現在，國內汽車業的發展已有

四十多年的歷史，在過去政策性的保護下，處於較封閉的競爭環境，

然而近年來政府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既定政策下，對國外進

口汽車將採較開放的態度，加上日趨複雜的競爭環境與成長緩慢的國

內需求，國內汽車業該如何繼續壯大，甚至走向國際，也就成為業者

亟思突破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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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數據資料包含轎車、貨車與客車，其中重型貨車：總重 6 噸以下；中型貨車： 

總重 3.5~6.0 噸；輕型貨車：總重 1.5~3.5 噸；微型貨車：總重 1.5 噸以下。大型客

車：車長 10 公尺以上；中型客車：車長 7~10 公尺；輕型客車：車長 3.5~7 公尺；

微型客車：車長 3.5 公尺以下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年鑑2002年版 

圖 1  大陸汽車市場銷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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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汽車業近年成長趨緩，甚至已開始呈現負成長，其原因為國內市

場小但汽車廠多，以致於無法達到量產規模，成本居高不下，部分廠

商則處於年年虧損的狀態。而與我同文同種的大陸，因其工資、土地

成本低廉及未來潛在市場之強勢，使我廠商紛紛有登『陸』之意願。

如果對照台灣各產業外移大陸的趨勢，以及大陸與台灣之間多面向的

關連性，相信未來中國大陸將會是台灣汽車業者下一個主要競逐的戰

場，也是台灣車廠成為國際性車廠的最後契機，否則困守台灣，在台

灣加入 WTO 後，失去的將不只是國際市場，可能連國內市場也不

保，這是本研究最主要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台灣汽車業者在進入大陸市場之策略上尚無定型化的模式，本研

究希望透過文獻探討、次級資料研析與專家訪談等定性(qualitative)研
究方法，建立個案公司進入大陸所需掌握關鍵策略之研究架構，探討

台灣汽車業者進入大陸投資之議題。主要研究目的有二：一是藉由個

案研究，說明台灣汽車業者赴大陸投資整體概況，包括海外投資項

目、地區與方式；此外本研究也針對兩岸汽車產業發展情形與整體汽

車產業競爭態勢（環境變數）、個案廠商競爭優勢（條件變數）、以

及個案廠商經營目標（目標變數）提出個案分析結果。另外一項目的

則是使用個案經營概況與進入模式選擇與決定，就本研究所提出之關

鍵決策變數進行研究命題發展。除了背景與研究目的之外，本研究會

回顧與整理相關進入模式文獻，並根據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架構，套

用此理論方法於個案研究上，說明相關個案研究結果，並發展研究命

題。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將在最後的章節中呈現。 

文獻回顧 
有相當多的學者針對海外進入模式進行研究(Beamish & Bamk, 1995; 

Root, 1987; Kogut & Singh, 1988; Erramill & Rao, 1990; Green & 
Ryans, 1990; Hill, Hwang, & Kim, 1990; Dahrtnger & Muhlbacher, 
1991; Shan, 1991; Agarwal & Ramaswami, 1992; Kim & Hwang, 1992; 
Czinkota, Ronkainen, & Moffett, 1984; Woodcock, Beamish, & Makino, 
1994; Brouthers, 1995; Pan, 1996, 1997; Andersen, 1997; Busija, O’neill, 
& Zeithaml, 1997; Kumar & Subramaniam, 1997; Tse, Pan & Au, 1997; 
Vanhonacker, 1997; Luo & O’connor, 1998; Fahn & Lin, 1999;)，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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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動機、海外進入策略、海外進入模式影響因素、以及台灣廠

商進入中國大陸之進入模式。 

企業赴海外投資之動機及考慮因素 

企業之所以赴海外投資，其動機是當企業發覺如果它繼續將自己侷限

在本國市場，無法達成其策略目標時，企業就會產生國際化的意念

(Root, 1987)。一般而言，大部分學者認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不外兩大

理由，一是基於營運上的需求，為確保原物料的來源、充份利用設

備、確保技術的持續發展、以及處理剩餘產出；二是策略上的需求，

為確保企業承受未來外在環境變動的能力、促進持續成長、以及改善

獲利能力(Kefalas, 1990)。國際化的活動雖具有高度的不確定風險，然

而企業卻仍涉入其中，此乃因其具有特殊的誘因。根據 Root(1987)提
出的觀點，有八項原因：(1)追求成長與獲利，以因應國內市場飽和現

象；(2)仿效國內競爭同業；(3)隨國內客戶；(4)運用現成技術賺取額

外報償；(5)掌握國外市場成長機會；(6)追求規模經濟效果；(7)反擊

外國入侵企業；(8)其他。 

海外市場進入策略 

當企業決定進行國際化營運時，首先必須規劃出一套內容包含甚廣的

市場進入策略(market entry strategy)，基本上，它規範了企業國際化的

短期與中長期目標、所擬動用之資源以及運用這些資源的一些政策。 

Root(1987)認為進入策略乃是提供企業在進入國外市場之系統化思考

機會，並不因企業規模大小而有所差異。另外，企業一旦完成進入策

略之制定後，更應經常檢視各要素間的配合，並即時實施必要的調

整。一個完整的市場進入策略應包括五大要素：(1)選擇目標市場與產

品；(2)定短期與中長期目標；(3)選擇進入模式；(4)制定目標市場行

銷計劃；(5)設計績效控制系統。Dahrtnger & Muhlbacher(1991)則在市

場進入策略的規劃中加入了產品定位(positioning)觀念。 

海外市場進入模式 

當企業決定要進入一個以前自己沒有涉入的新領域時，這裡所謂的新

領域包括：新的產業、新的目標市場、新的產品區隔、新的地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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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的國家）等，首先就要面對進入策略的問題。如何選擇適合

企業本身目標與資源之進入模式，為企業進行國際化時一項極為重要

的決策。 

Porter(1986)對於進入策略的描述係從一個整體的觀點來切入，其指出

企業進入新事業的方式，包括『由自己內部發展進入』、『購併進

入』和『分段進入』。由自己內部發展進入一個新的事業，同樣要考

慮競爭優勢的問題，包括：降低產品成本切入、犧牲短期利益以低價

攻入、推出更具差異性價值的產品來切入、發現一個新的利基市場切

入、引入新的行銷手段、以及利用共通的配銷通路等，都是可思考的

進入策略。 

透過購併進入新事業，除了前述思考的重點外，還要考慮購併價格的

合理性，以及是否有特殊能力能管理被購併公司。分段進入則先進入

某一進入障礙較低的策略群組，以後再由一群組移動至目標群組；這

種分段進入的策略，能使進入最終策略群組所須克服的移動障礙的總

成本及風險因而降低。Dahringer & Muhlbacher(1991)以企業是否直接

或間接介入運作與否，單純從事行銷或同時兼營生產活動，將進入模

式分為四大類共十四種（見表 3）。 

表 3  進入模式之分類 

 間接介入 直接介入 

行銷 
不定時出口、目錄/電話銷售、

出口代理、出口貿易商 

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

公共貿易代理商、出口部

門、銷售代表/分公司 

少量資本 授權、特許、產銷合約  產

銷 密集資本  合資與直接投資 

資料來源：Dahringer, L. D., & Muhlbacher, H. 1991.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 
Global Prospective, Addison-Wesley, 307. 

Root(1987)則將進入模式簡化為三大類，分別是出口模式、契約模式

與投資模式。其中出口模式可以細分為間接出口與直接出口（直接代

理/配銷與分公司/子公司）；契約模式包括授權、特許、技術合作、服

務合約、管理合約、工程/整廠輸出、合約製造以及合作生產；投資模

式則為獨資（新設）、獨資（收購）與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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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inkota、Ronkainen & Moffett(1994)分析國際進入模式大致分成兩大

類：貿易合作以及聯盟合作。貿易合作方面有：(1)間接進出口（透過

中間貿易商進行國際貿易業務）；(2)直接進出口（內部自己進行國際

貿易業務，不透過中間貿易商）；(3)授權（以收取權利金(royalty)的
方式，授權對方可使用自己的專利、商標、版權、技術等 Know-
how）；(4)加盟（加盟的結構通常包括製造商－零售商系統、製造商

－批發商系統、服務商－零售商系統）。加盟主(franchisor)藉由允許

加盟者(franchisee)在加盟主所設定的條件與標準下，販售其產品/服
務、使用其企業識別系統、生產及行銷技巧，以降低進入新國度風

險。聯盟合作方面則牽涉與地主國合作對象長期的關係，其進入策略

依合作夥伴數的多寡及是否牽涉到股權投資分類（如表 4，其中契約

協議包括前述之貿易合作型式，另外有各式之策略聯盟協議等）。 

表 4  跨國企業間之合作關係模式 

 合作伙伴數目 

股權 2 大於 2 

無 非正式合作(informal cooperation) 

無 契約協議(contractual agreement) 

新投資 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 
企業聯盟(consortia) 

部分 部分股權投資(equity participation) 不存在 

資料來源：Czinkota, Ronkainen, & Moffett. 1984.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ird 
edition, Dryden Press, 377. 

台商的大陸市場進入模式 

台灣是一個海島型國家，一方面受到天然資源缺乏的限制，另一方面

又因為台灣本土市場過於狹小，必須不斷開發海外市場，因此，台灣

本土企業在國際化趨勢下，進行海外投資設廠即日益增多。而海外直

接投資是指將經營資源由本國移至第三國，以取得相當程度經營權為

目的。 

根據中共國務院於 1986 年 10 月頒佈的『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

定』，中國大陸將外來直接投資企業分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資企

業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即一般通稱的『三資企業』。其中前兩項涉

及股權投資，最後一類屬於契約型合作。Luo & O’connor(1998)指
出，外國直接投資於中國大陸已經有二十幾年，在這段期間內環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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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變化，因此進入模式也隨之改變。目前根據中國大陸當局的規定，

投資形式大概分成五大類：中外合資經營企業(equity joint venture)、
外資企業(wholly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s)、合作開發計劃(joint exploration projects)
與其他投資方式。而中國大陸市場進入模式的趨勢詳如表 5 所示。 

由資料顯示，雖然合資方式仍是主要的進入方式，但是獨資模式在最

近幾年已有穩定增加的趨勢。雖然獨資比起其他進入模式有較高的營

運風險、財務成本，以及對當地環境的適應性(Beamish & Bamk, 
1995)，而且這樣的風險和成本在中國大陸更是明顯(Pan, 1997)，這是

由於投資者會遭遇較大的前後法令的不確定性、區域和平的不穩定性

以及契約風險(Shan, 1991)。不過獨資的進入模式卻能隨著學習累積經

驗，改進本身的能力去有效降低與緩和以上的風險，比起其他的進入

模式，獨資更能有效地控制組織的營運狀況。 

表 5  大陸市場進入模式趨勢 

單位：百萬美元 

進入模式種類 1985 1988 1991 1993 1994 1995 1996

中外合資企業 2,030 3,134 6,080 29,128 55,175 39,355 31,884

中外合作企業 3,496 1,624 2,138 13,256 25,499 20,347 14,337

外資企業 45 480 3,667 15,696 30,456 21,472 26,699

合作開發計劃 360 59 92 43 304 232 293

其他投資方式 402 894 445 612 531 565 334

總計 6,333 6,191 12,422 58,735 111,965 81,971 73,547
資料來源：Luo, Y., & O’Connor, N. 1998. Structural Changes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pplied 
Management Studies, 7(1): 95-109. 

對於國外公司如何進入大陸市場，Tse, Pan & Au (1997)以母國因素、

當地國因素、產業因素和作業相關因素來研究各地區公司，其進入大

陸市場的型態，以及聯盟伙伴的選擇類型。這三位學者將進入模式分

成出口、授權、合資和獨資等四種型態，研究發現當中國大陸的政策

愈吸引投資者、來自和中國大陸外交關係愈好、投資者來自於高權力

距離的國家、營運規模愈大者、在經濟特區或開放城市投資以及和較

高層政府機構接觸等等的投資者，其傾向於獨資的進入型態。在聯盟

伙伴的選擇方面，當中國大陸的政策較不吸引投資者、不確定性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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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較低的公司以及與較低層政府機構接觸時，會傾向和國際企業結

盟；而在經濟特區或開放城市投資時，會傾向和亞洲企業或當地企業

結盟。在除日本外的亞洲企業方面，進入模式會受到中國大陸政策吸

引力、是否在特區或開放城市投資以及接觸大陸政府層機的高低等影

響。此外，「人際關係」在進入模式的選擇中以扮演重要的角色，這

也是許多企業在進入大陸市場時，會偏好和亞洲企業結盟、或者和當

地政府保持良好關係(Vanhonacker, 1997)。 

根據 Fahn & Lin(1999)整理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台北市企經會、高長

在 1998 年對於台商投資大陸地區的調查資料，可以分析出台灣企業在

大陸市場的進入策略概況。由 Fahn & Lin(1999)所蒐集的調查資料顯

示，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高峰是在 1992 年到 1995 年之間。政府於 1990
年允許廠商間接投資前，所佔比例均相當低；表示大多數台商是在政

府制訂辦法及公佈准許投資日後，才前往投資。不過，自 1995 年大陸

開始對台灣進行文攻武嚇，兩岸關係迅速降溫，加以 1996 年之後，受

到政府提出戒急用忍政策以及 1997 年下半年開始的金融風暴之衝擊，

使台商赴大陸投資比例逐漸降低。 

至於台商投資型態，根據 Fahn & Lin(1999)所蒐集的調查資料顯示，

台商投資型態以獨資居多（佔 5-6 成）；其次為合資（約佔 2 成）；

合作經營和來料加工居末。大陸方面資料則顯示，截至 1997 年底，

3.05 萬台資企業中，獨資企業約 2 萬家左右，佔總數 50%以上；合資

企業在 1 萬家左右，合作經營及其他投資形成的企業不到 1 萬家，各

約佔四分之一。另外從大陸核准資本額度看，台商獨資企業投資約

250 多億美元，佔總額的三分之二。合資企業實際利用台資和合作企

業投資各約 60 多億美元，合計約佔總額的三分之一。依國際投資理

論，當被投資國家逐漸被其他國家投資者所熟悉，外資就會以獨資的

方式進入，以確保所有的投資利潤與控制風險(Pan, 1996)。資料也顯

示，過去由於台商與大陸企業合作時經常發糾紛，促使台商希望藉由

獨資，掌握經營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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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探索台灣汽車業大陸市場投資時，較佳的進入模式。本

研究將從中國大陸總體環境、兩岸汽車市場環境、台灣汽車業者本身

的產品、資源因素及目前大陸市場進入模式等構面進行觀察分析，並

依觀察所得與文獻理論印證的結果，希望提供給尚未進入大陸市場的

其他企業業者一個較為完整、易懂的思考架構，亦可作為已進入大陸

市場者一個檢討、調整的參考依據。同時，本研究將針對相關廠商進

行深度訪談，由其實務經驗中修正所提出的策略以確保吾人提出的方

案之可行性。本研究架構如圖 2。 

 條件變數 

台灣汽車業者的獨特優勢 

人才、管理、文化、網絡……

環境變數 

台灣部分 

政策法令 

產業發展 

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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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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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題 

3 

命

題 

2

目標變數 

策略性目標 

財務性目標

圖 2  本研究觀念性架構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個案分析方法，透過收集次級資料與專家深入訪談方

式，建立有關台灣汽車業前進大陸之進入模式的個案資料，並就個案

資料做深入分析與探討。在研究方式的進行上，包括次級資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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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search)、選擇個案分析(analysis of selected cases)及專家訪

談(key informant survey)三項。在次級資料研究方面，本文回顧一些相

關研究，以及整體汽車產業進行基本概況的整理；個案分析方面，我

們選擇已在大陸市場建立經營據點之個案。包括裕隆汽車與中華汽

車，並分別針對兩岸汽車業發展現況與前景分析（環境變數研究）、

台灣汽車業之經營競爭態勢研究（條件變數研究）、以及台灣汽車業

進入大陸市場之報酬、風險、資源及控制等基本決策考量（目標變數

研究），進行個案分析；專家訪談則是藉由對企業主或重要幹部之多

次且深入訪談，期使搜集之資訊具完整性與互動性，有利於未來實證

研究之用。 

研究分析方式則採用與專家深入訪談取得初級資料。在與個案企業實

際訪談之前，我們先將研究目的與問項寄送給受訪廠商，問題

內容亦包含個案廠商基本資料、對外投資概況、以及對外投資

與本研究提出三項觀點之間關係（附錄一）。委請該廠商選定

適合接受訪問之人選與人數（附錄二），針對本研究所列舉之

問題，採開放方式進行訪談，並將分析結果整理完畢亦寄送給

該企業，給予指正與建議，以進行再一次的訪談與修正文章之

工作。個案分析有三個階段。本研究流程繪製如圖 3 所示。 

 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 導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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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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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程序 

資料蒐集階段，本階段主要工作在於蒐集國內汽車業者經營策略相關

研究文獻，以及蒐集台灣與大陸汽車業之現況與發展、政府政策、法

令趨向等後，再進行初步之專家訪談，建立個案資料，以做為下一階

段－資料分析之分析基礎。資料分析階段，主要工作在於將所蒐集到

的個案及環境變數資料，建立進入模式之策略架構，並深入分析各進

入模式的選擇，必要時再做第二次的專家訪談；我們僅選擇個案訪問

的回答內容、部分公開財報資料與企業所提供之書面資料作為個案分

析之用，盡可能完整摘錄個案受訪內容，並從中萃取與本研究相符合

之結果。最後，導入結論階段主要為整埋資料分析的結果，試圖對台

灣汽車業及其他業者前進大陸之進入模式，提出適當的結論與建議。 

個案研究結果 

本研究分析單位為廠商層級(firm level)，針對確實進入中國大陸地區

投資營運，截至 2002 年為止仍保有其海外經營分公司之台灣汽車廠

商，以及為了比較分析之用，所選擇尚未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之台灣

汽車廠商。 

為了使研究結果具公信力和意義，本研究將鎖定在台灣汽車產業中前

五大汽車業者。根據台灣車輛工業同業公會針對銷售量統計結果，前

五大整車業者分別是中華汽車、國瑞汽車、裕隆汽車、福特六和以及

三陽工業。其中，以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的台灣汽車廠商為中華汽車

和裕隆汽車兩家汽車公司，亦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實驗組）；

而國瑞汽車、福特六和以及三陽工業，則是尚未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

之台灣汽車廠商（對照組），以作為本研究分析之用。 

在本章中，我們將就根據研究目的所進行的研究和成果加以說明，茲

將研究鎖定在台灣汽車業者赴海外資以及中國大陸地區投資時，所需

關切的關鍵決策變數，並根據分析架構討個案公司內在資源條件，配

合外部環境趨勢，印證其進入策略之合理性。也將根據研究發現提出

相關研究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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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汽車產業之概況說明 

本章節中，我們將就個別受訪廠商赴海外地區投資概況予以說明。在

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對象中，只有中華汽車和裕隆汽車已經實地赴中

國大陸地區投資，其餘三家汽車廠商尚未赴海外地區投資，僅僅從事

出口和技術支援兩種。本章節茲將研究對象的海外投資概況整理如表

6 所示。 

海外投資項目 

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技術母廠皆為日本車廠）已經實際赴海外地區

從事投資生產活動，並且已有顯著成績呈現。裕隆與中華業者都表示

已在中國大陸地區投資並實際生產、銷售，以及包括部分零組件生產

投資（原有模式則是透過出口至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如印尼、菲

律賓、越南），並且若干零組件還回銷日本。此外，長久以來對美

國、中東和印度等 20 餘國進行整車出口，但是比例不高。裕隆汽車和

中華汽車也已開始對外進行技術支援和技術出口，收取權利金。 

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並未赴海外進行實際生產活動。此三

家業者表示受制於合作技術母廠的限制（股權結構和契約制訂），尚

未積極從事海外投資活動。個別來看，國瑞汽車和福特六和過去皆有

從事小額整車出口（但佔個別公司整體銷售量或產量的比例不高）；

而三陽工業表示因為剛結束與本田汽車合作關係，重新與現代汽車建

立合作關係，所以未有整車出口的活動。 

從個案訪談的回答發現，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三家汽車公

司皆進行一個所謂全球競價的遊戲規則，亦即對外和對內採購原物料

與零組件；並將部分零組件外銷（由汽車公司代為採購零組件，賺取

轉手差價）以及回銷日本。實際上，此三家汽車公司絕大部分還是從

事海外技術支援的活動，以及回應技術母廠的要求，對於真正投資生

產著墨不深，或是根本沒有相關規劃。對於未來有無海外投資計劃，

國瑞汽車與福特六和僅僅表示，一切交由技術母廠整體規劃決定；三

陽工業則語帶保留指出與現代汽車合作比過去有較多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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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個案公司海外投資概況 

 海外投資項目 海外投資地區 海外投資方式 

裕隆 FDI、整車和零組件

出口、技術

合作與支援 

中國大陸、東南亞、日

本、美國、中南

美洲、中東、非

洲等 20 餘國 

合資（對等股權）、契約模式

（技術合作） 

中華 FDI、整車和零組件

出口、技術

合作與支援 

中國大陸、東南亞、日

本、美國、中南

美洲、中東、非

洲等 20 餘國 

合資（對等股權）、契約模式

（技術合作） 

國瑞 零組件出口、技術

合作與支援 
中國大陸、東南亞、日本 出口、契約模式（技術合作）

福特 零組件出口、技術

合作與支援 
中國大陸、東南亞、美國 出口、契約模式（技術合作）

三陽 零組件出口、技術

合作與支援 
中國大陸、東南亞、南韓 出口、契約模式（技術合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海外投資地區 

從投資地區來看，還是以中國大陸為大宗。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已經

實際在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生產和銷售，以及零組件與通路商之上下游

整合，這是初步對外投資計劃。此二家汽車公司表示在東南亞地區也

有從事若干技術、原物料和零組件、出口銷售等行為；亦有因為來自

台灣人民遠赴海外地區（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以外），在海外地區

訂購此二家汽車公司的產品，如美國、中南美洲、中東、印度、非洲

地區等 20 餘國，但比例不高。若是加上與技術母廠合作關係（裕隆汽

車與日產汽車合作，中華汽車與三菱汽車合作），則還包括日本地

區。 

其餘三家廠商，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則表示因為受限於技

術母廠與合約規定，因此主要鎖定在東南亞地區進行簡單零組件、技

術支援和小額出口之海外經營活動；整體看來，這些車廠表示僅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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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母廠全球佈局的一員，而非自主的整車廠。若是加上與技術母廠合

作關係，則包括美國（福特六和與福特母公司合作）、日本（國瑞汽

車與豐田汽車合作）與南韓（三陽工業與現代汽車合作）。 

海外投資方式 

裕隆汽車提出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沒有任何一家汽車大廠可以獨立撐

起整個汽車產業，這項觀點在與其他車廠討論之後，也支持這項觀

點。為了降低風險和市場回應，受訪廠商皆以合資方式取代獨資方式

進入某一市場（除了本田汽車將以 100%在台灣完全自製）；抑或是因

為中國大陸地區資本結構限制（中國規定外資以 50%為上限），所以

合資成為主要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例如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在中

國大陸地區的投資。唯獨在技術方面，則以合作、支援性質、契約制

訂（契約模式）為主。個案也以直接出口方式外銷整車和零組件（部

分地區為間接出口，如為滿足中東、中南美洲、非洲等地區的華人，

由當地貿易商代訂）。 

台灣汽車產業競爭力分析 

在本章節中，我們將利用五力 (five forces)分析和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 SWOT)分析，說明個案對於目前產

業競爭態勢看法。 

台灣汽車產業之五力分析 

本文將根據 Michael Porter 提出五力分析（供應者議價能力、購買者

議價能力、新進入者威脅、替代品或勞務威脅和產業內競爭強度），

說明台灣汽車產業特性和態勢。本研究將台灣汽車產業之五力分析整

理如表 7 所示。 

供應者（供應者議價能力） 

中華汽車表示汽車零組件相當眾多，依其配備之複雜程度，所需組件

往往在 8,000～15,000 個之間，而各種零組件所使用的材料包括鋼

鐵、非鐵金屬、橡膠、玻璃、石綿、陶瓷、纖維及石油化學等部分；

零組件製造方式又包括鑄造、沖壓、鍛造、機械加工與熱處理等程

序。所有零組件及製造程序皆須經過嚴格的品質檢驗合格之後，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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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汽車廠（中心廠）進行組裝工作，絕大部分車廠都採用此種組裝

方式。 

裕隆汽車則以為汽車工業的複雜度，會使得零組件廠商（衛星廠）專

注在生產某一個零組件或製作過程，這是一種所謂產業專業分工；而

這些零組件和製作過程亦受到汽車廠的層層把關，再加上汽車工業的

產業關聯甚大，絕非某一家零組件廠商可以主導和控制。國瑞汽車表

示汽車廠商常常進行全球比價(sourcing search)，選定零組件和製造程

序最低生產價格為其合作對象，迫使供應商不得不發動成本和價格

戰。這樣的結果顯示，零組件廠商的議價能力往往受制於汽車廠商；

亦常常由汽車廠整合上游零組件廠商，形成數家衛星廠附庸於一個中

心廠之下。因此本研究認為汽車產業中，來自於供應商議價能力的威

脅並不大。 

表 7  台灣汽車產業之五力分析 

產業結構 來源 型態 綜合評分

供應者 供應者議價能力 
1 中心廠和衛星廠的組合 

2 全球競價 
中、低 

購買者 購買者議價能力 
1 汽車廠商和通路商的整合 

2 賣方式場 
中、高 

潛在進入者 新進入者威脅 

1 進入障礙高（資金、產品和製

程技術） 

2 預期報復 

3 進入之阻擋價格 

4 經驗之進入障礙 

中 

替代者 替代品或勞務威脅

1 新型態車種發展不易 

2 汽車與其他交通工具所扮演的

角色不同 

中、低 

產業競爭者 現有廠商競爭強度

1 競爭者很多且旗鼓相當 

2 產業成長日趨緩慢 

3 固定及儲存成本高 

4 缺少差異性或轉換成本 

5 產能增加必須大量 

6 競爭者多元化 

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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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退出障礙 

8 重大戰略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購買者（購買者議價能力） 

汽車產業是一個產業關聯大的產業，除了上游零組件整合，下游通路

的整合亦常常發生，並且形成一種合作的模式，雖然有議價的能力，

但往往可以配合汽車廠商的定價策略。另一方面，受訪廠商認為汽車

產業的購買者應該是泛指所有購買最終商品（汽車）的潛在顧客，並

且我們認為汽車產品是一個賣方市場，包括汽車型態、品質和價格皆

由汽車廠商決定，雖然顧客的需求和回應會對汽車業者有所影響，但

是制訂價格策略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汽車廠商本身。因此本研究認為

汽車產業中，來自於供應商議價能力的威脅亦相當有限。 

潛在進入者（新進入者威脅） 

受訪廠商皆表示一個概念，汽車產業必須經過大量生產始能達到規模

經濟的效益。根據中華汽車自行評估目前汽車的經濟規模產量，每年

每一車種至少要生產 10 萬輛以上，而 40 萬輛左右才算是真正的經濟

規模。台灣近十年(1994~2003)總市場平均銷售量為 47.4 萬輛，2001
年則為 340,982 輛，國產車銷售量更只有 288,932 輛，不到 30 萬輛，

既存汽車廠商除了幾家車廠有獲利之外，其餘台灣汽車廠商皆是面臨

虧損，如此一來，根本不會吸引新的廠商加入。 

福特六和與國瑞汽車認為汽車工業為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業，因此在

設立之初即須投入巨額資金購置生產、測試設備和原料，並投入大量

人力從事生產、促銷的活動，所需的資金相當龐大且須長期投資，風

險性高；而且在製造過程中更須結合各種方面的技術能力，不斷研究

創新、開發新的車種，以迎合消費者的需求，因此形成汽車工業的高

進入障礙。不僅僅進入障礙高，三陽工業表示新進入者也會面臨既存

汽車廠商的報復、進入的阻擋價格、政府政策的限制和來自於營運經

驗多寡的進入障礙。這些都顯示汽車工業絕非可以輕易進入或退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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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也說明汽車產業在面對新入者威脅時，常常有其一套因應措施

和策略。 

然而，若是將焦點放大到全世界，台灣汽車廠商所要面對來自於國外

汽車大廠的威脅便不容忽視，所以台灣汽車廠商常常選擇與國外汽車

大廠合作方式，形成對方國際分工角色的一員，以減少新進入者對於

台灣市場的衝擊。但是在這一部分，本研究並不加以考慮，而僅僅鎖

定在台灣本身是否會出現一個新進入者的觀點來說明；因此在新進入

者威脅部分，本研究認為其並非是一個相當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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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者（替代品或勞務威脅） 

國瑞汽車表示新款車種的推出，常常面對消費者偏好和市場選擇的考

驗，並不是輕易就可以扭轉消費者的喜好，這樣的嚴格考驗使得汽車

新產品推出不易；更重要的是，汽車的精密技術和設計，使得要發展

一款新型態汽車並不是十分容易。至於一些強調未來科技的概念車，

中華汽車表示也僅僅處於試驗階段，尚未開始萌芽和正式推出市場，

使得新車款的推出仍然承襲的前一代車款或是小幅修正而已，沒有一

個爆炸性改變或扭轉車子原有架構。 

受訪對象都認為汽車功用絕非只是一種交通工具，可能也扮演著休閒

和溝通等其他軟性的角色；汽車為一種需要(need)和想要(want)兩種思

想的物品，若是與其他同性質的交通工具相比較，絕對有可以取代的

交通工具（如機車、大眾捷運、飛機），但這是因為想要(willing)和
能夠與否(able)之間的取捨，其基本角色和需求不同，不能放在同一個

基準點進行比較，因此即便存在替代品，也常常因為所扮演的角色不

同，對於汽車產業沒有產生一強而有力的威脅和影響。 

產業內競爭者（現有廠商的競爭強度） 

根據訪談結果，汽車產業的競爭強度可從幾方面來看，包括競爭者很

多且旗鼓相當、產業成長日趨緩慢、固定及儲存成本高、缺少差異性

或轉換成本、產能增加必須大量、競爭者多元化等因素，使得同業競

爭強度常常決定汽車產業的型態和組成。 

三陽汽車認為高退出障礙也會使得即使汽車產業投資報酬率很低，或

甚至是負數情形下，繼續在該事業領域上競爭下去。裕隆汽車與中華

汽車表示汽車產業中成敗往往具有重大戰略價值，包括來自於政治、

經濟、策略的因素，使得產業內彼此對抗更形激烈。因此，本研究將

產業內競爭強度為汽車產業結構中最重要的因素，主導台灣汽車產業

中所有廠商經營活動。 

台灣汽車業與研究對象 SWOT 分析 

接下來，我們將針對整個台灣汽車產業和所選擇之個案進行 SWOT 分

析，說明各個汽車業者所面對的外部環境（機會和威脅），以及廠商

本身所擁有的競爭優勢（優勢），與其不足的地方（劣勢）。綜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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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汽車產業內外環境變遷，現階段我國汽車產業所具有的競爭力評估

如下。本章節係針對受訪廠商相關 SWOT 分析訪談結果進行說明，研

究成果呈現如表 8 所示。 

優勢 

根據訪談結果，台灣汽車產業的優勢表現在三個方面。 

(1)產品研發與回應市場能力優異 

國瑞汽車認為雖然台灣汽車市場不大，但由於競爭異常激烈，因此也

形成購車要求高標準的台灣消費者。為了對應台灣的消費市場，台灣

國產汽車大廠紛紛投入研發資源，以求在短時間內，能就在外型、內

裝及配備上不斷的做修正，進而滿足當地消費者之需求。比如說裕隆

汽車及中華汽車即相當注重產品差異化的努力，在車輛的 e 化及智慧

化方面，結合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以及新式通訊、資訊電子科技，建

構完整的車輛智慧平台。為了能掌握市場脈動，並適時提供消費者功

能完備、價格合宜的產品，台灣汽車業便因此建立起獨特的產業競爭

力。 

在研發投入方面，受訪汽車廠商經由滿足華人市場特有消費習性之需

求，針對少量多樣的製造技術及車身、底盤、發動機的重點技術投

入，進而累積可觀的研發設計與技術實力；裕隆汽車與中華汽車表示

其技術母廠所設計之亞洲車款多沿用台灣版本之設計，足見台灣汽車

業者以擁有技術研發之優勢。 

(2)製造生產能力完整且高效率 

國瑞汽車表示由於少量多樣為台灣汽車業與汽車市場的特性，因此台

灣汽車業者在廠房設備中多建立完整而高效率的製造生產能力。以中

華汽車為例，一向以車型混線生產模式生產著稱，同時兼顧高效率與

少量多樣化，在佔地 156,579 平方米的廠房，年產能達 12 萬輛；此

外，並利用 PDM、DMS、PDVC、ERP、SCM 等大型資訊系統的持續

導入，連結市場與生產間的情報回饋，大幅提升生產對應能力。生產

體制極具彈性，可因應各種車型小規模（3 萬輛）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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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套廠完整、國產化能力高 

福特六和提供一個數據，台灣目前共有汽車製造配套廠及零組件廠共

計約 2,500 家，生產項目包括發動機單體與附屬件、電裝品、底盤系

統件、鈑金件與內外飾件等，體系相當完整，品質也多通過國家產品

安全標準與國際認證。以中華汽車配套廠而言，其中 97%以上配套廠

商均已取得國際品質認證（ISO-9000 及 QS9000）。國瑞汽車表示配

套廠商的反應能力與技術開發能力已相當優異，部分配套廠並具有承

製歐美車款之實績，價格也較日本為低，具有國家競爭力，利於前進

海外售後服務市場。因此，台灣汽車業整體國產化能力相當高。 

劣勢 

裕隆汽車與中華汽車向我們表示，汽車產業中最強調的就是技術，而

技術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產品本身，亦即車體；二是製程。其中第二

部分的能力，我國汽車業者已累積相當的能力，可以與世界技術大廠

接軌，製作技術受到肯定。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則認為在

車體本身的技術仍然受限於技術母廠的完全掌握，雖然有部分車廠

（如中華汽車和裕隆汽車）有修改車型、內裝、配備和底盤的能力，

但是核心技術（如自動變速箱等）仍無法突破技術瓶頸，這一部分雖

然有心想突破，卻往往使不上力，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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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個案公司之 SWOT 分析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裕

1. 彈性製程與管理完善 
2. 車體、底盤與引擎完整全

車開發 
3. 修改產品之能力 
4. 技術母廠合作模式佳 
5. 上下游整合完善 
6. 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以

及先進入者優勢 
7. 過去長時間經驗累積 
8. 資金優勢，以及滾動發展 

1. 不具整車研發之能力

2. 技術母廠的限制和技

術權利金要求 
3. 人才和資源銜接不上

4. 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5. 擔心本身無法研發設

計快速回應市場

需求 

1. WTO 刺激市

場成長

2. 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

地區的

開放 

1. 市場萎縮和成長衰退 
2. 中國大陸地區有計劃扶植大廠，

而裕隆汽車僅小規模投資

3. 中國大陸地區外資比例限制，以

及產能供過於求 
4. 引進大量進口車 
5. 國外大廠（本田 100%上下游整

合在台自製生產）大軍壓

進 
6. 政治風險、台灣法律執行不力和

兩岸問題 

中

1. 彈性製程與管理完善 
2. 車體、底盤與引擎完整全

車開發 
3. 修改產品之能力 
4. 技術母廠合作模式佳 
5. 上下游整合完善 
6. 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以

及先進入者優勢 
7. 過去長時間經驗累積 

1. 不具整車研發之能力

2. 技術母廠的限制和技

術權利金要求 
3. 人才和資源銜接不上

4. 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1. WTO 刺激市

場成長

2. 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

地區的

開放 
3. 技術母廠

（三菱

汽車）

自顧不

暇 

1. 市場萎縮和成長衰退 
2. 中國大陸地區有計劃扶植大

廠，而中華汽車屬於小規

模 
3. 中國大陸地區外資比例限制，

以及產能供過於求 
4. 引進大量進口車 
5. 國外大廠（本田 100%上下游整

合在台自製生產）大軍壓

進 
6. 政治風險、台灣法律執行不力

和兩岸問題 

國

1. 彈性製程與管理完善 
2. 修改產品之能力 
3. 技術母廠合作模式佳 
4. 上下游整合完善 

1. 不具整車研發之能力

2. 技術母廠的限制和技

術權利金要求 
3. 外資比例高(60%) 
4. 沒有買斷產品 
5. 人才和資源銜接不上

6. 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1. WTO 刺激市

場成長

2. 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

地區的

開放 

1. 市場萎縮和成長衰退 
2. 中國大陸地區有計劃扶植大

廠，而國瑞汽車尚未進入

3. 引進大量進口車 
4. 國外大廠（本田 100%上下游整

合在台自製生產）大軍壓

進 
5. 政治風險、台灣法律執行不力

和兩岸問題 

福

1. 彈性製程與管理完善 
2. 修改產品之能力 
3. 技術母廠合作模式佳 
4. 技術母廠的支援，與美國

同步 
5. 上下游整合完善 
6. 資金充分 

1. 不具整車研發之能力

2. 技術母廠的限制和技

術權利金要求 
3. 外資比例高(70%) 
4. 人才和資源銜接不上

5. 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1. WTO 刺激市

場成長

2. 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

地區的

開放 

1. 國內市場以日系為主 
2. 品牌在亞洲（東南亞）不知名

3. 市場萎縮和成長衰退 
4. 中國大陸地區有計劃扶植大

廠，而福特六和尚未進入

5. 引進大量進口車 
6. 國外大廠（本田 100%上下游整

合在台自製生產）大軍壓

進 
7. 政治風險、台灣法律執行不力

和兩岸問題 

三

1. 彈性製程與管理完善 
2. 修改產品之能力 
3. 技術母廠合作模式佳 
4. 上下游整合完善 

1. 剛結束與本田汽車的

合作關係，並開

始與現代汽車的

合作 
2. 不具整車研發之能力

3. 技術母廠的限制和技

術權利金要求 
4. 人才和資源銜接不上

5. 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5. WTO 刺激市

場成長

6. 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

地區的

開放 

1. 國內市場以日系為主 
2. 市場萎縮和成長衰退 
3. 中國大陸地區有計劃扶植大廠，

而三陽工業尚未進入 
4. 引進大量進口車 
5. 國外大廠（本田 100%上下游整

合在台自製生產）大軍壓

進 
6. 本田汽車衝著三陽工業而來 
7. 政治風險、台灣法律執行不力

和兩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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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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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汽車表示由於汽車產業為全球佈局的經營生產方式，台灣部分車

廠的車款和關鍵零組件來自於技術母廠或受限於合作契約，海外市場

無法自主發展。加上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而汽車產業反倒被視為傳

統產業，人才和資源受到擠壓，研發能量成長困難。此外，三陽工業

認為原材料缺乏、人工昂貴、且台灣汽車產業價值鏈之上游零組件供

應商多數規模過小，不具進入代工之國際接單能力，製造成本降低不

易，更不具國際競爭優勢。 

機會 

根據訪談結果，受訪廠商普遍認為目前台灣汽車產業所面對的機會來

自於幾個方面，包括總體市場的成長、技術母廠的倚重、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地區兩大市場的開放。目前汽車產業的低迷，除了一部分來自

於產品和主要市場日趨成熟影響之外，裕隆汽車認為主要原因還是因

為全球經濟不景氣所使然，使得全球汽車需求量下滑，產生供過於求

的現象。國瑞汽車提供若干數據顯示全球景氣回升逐漸復甦，民眾消

費力亦將回復。 

另一方面，WTO 的議題也有著顯著的影響。中華汽車就表示加入

WTO 之後，國內市場規模將受到刺激而成長，海外市場亦將同時對我

國公平的開放原先受保護的市場；其中，鄰近國家如中國大陸和東南

亞地區加入 WTO，以及這些地區本身的經濟成長，對於汽車市場需求

也有著更顯著的增加，這對於國內汽車業者是一項利多，這也是中華

汽車與裕隆汽車積極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原因。 

國瑞汽車和福特六和表示技術母廠倚重台灣各家之研發中心能力（已

建立研發中心者有中華汽車(1996)、裕隆汽車(1998)、福特六和(1999)
與國瑞汽車(2000)等四家），和長久所建立起來的合作默契。已在

2002 年 7 月正式啟用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試車場，將提供完整的零組件

及整車檢測認證能力作為後盾。中華汽車與裕隆汽車則表示台灣政府

所制訂如『發展國產汽車工業辦法』、『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及『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相關法令，引導汽車業者在研發技術及製造生產

方面進一步發展；三陽工業解釋這些政策往往帶動國內汽車產業研發

深度，亞太研發中心基地具形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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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華汽車和裕隆汽車也已經利用這些機會，陸續於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地區投入資本於當地整車廠，而且這些地區的零件業者多缺乏

資金與技術，我國汽車產業將會透過將整個價值鏈輸出的方式，善用

配套措施，融入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市場，進而獲得國外經銷據點，海

外市場可往逐漸擴大。除此之外，其他如三陽工業、國瑞汽車與福特

六和也透過技術合作和技術支援的方式對外出口，或是零組件回銷日

本，亦收到相當大的成效，也逐步擴大與其技術母廠合作機會和範

疇。中國大陸地區和東南亞地區充沛的勞動條件與便宜的人力、原物

料成本也是吸引大量外資（包括台灣汽車業）到該地區投資設廠的誘

因和機會之一。 

威脅 

受訪個案卻也都表示汽車產業正面臨發展瓶頸，製造業產值比重正逐

漸下滑。根據數據顯示各家汽車業者產能利用率仍然偏低，加上國產

車款少量多樣問題嚴重，無法大量生產追求經濟規模。中華汽車則提

出從市場現況來看，國內整車市場規模衰退，加上該產業屬於內需產

業，出口有限，使得整體產量和銷量都大幅下降（以 2001 年為例，銷

量為全世界第 20 大，產量則為全世界第 23 名）。 

三陽工業則擔心加入 WTO 固然對整個貿易有相當的貢獻，但是國內

市場國際化的結果，如整車進口關稅大幅降低，日、韓等關稅配額將

取消，國內市場將面臨大量進口車之挑戰、甚至將面臨台商之中國大

陸成車再回銷至台灣的潛在威脅。國瑞汽車表示 WTO 的影響亦表現

在汽車上游零組件供應部分，隨著自製率限制取消，以及進口零組件

關稅大幅降低，新車零組件將有部分為低價進口品取代，政府扶植汽

車產業供應鏈的政策將失利基，整個價值鏈亦有可能瓦解，一旦瓦解

將會迫使台灣汽車產業失去整個主導權，不能做一資源最有效配置。 

已赴中國投資的中華汽車和裕隆汽車表示，廠商逐漸外移中國大陸和

東南亞地區，潛在產業空洞化的議題和危機也慢慢顯現。而且部分地

區（中國大陸）投資最主要的障礙在於外資股比 50%的限制。其餘廠

商則認為目前台資車廠仍被視為外資，也受限於外資股比的限制，在

此一條件制約下，形成了三方合作的障礙（因國際車廠加上台灣車廠

的合計股比最多只能 50%，合作的誘因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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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赴大陸地區投資之關鍵決策變數與命題發展 
以下將實地針對受訪廠商已赴大陸地區投資的廠商（裕隆汽車和中華

汽車），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所決定之關鍵決策變數進行分析，並以尚

未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的三家台灣汽車廠商（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

三陽工業）作為對照組，進行比較分析之用。 

根據研究目的所進行的文獻回顧及整理相關學者研究所得到的研究架

構（如圖四所示），本章節試圖從環境變數（台灣和中國大陸產業發

展）、條件變數（台灣汽車廠商的優勢與劣勢）和目標變數（財務性

目標和策略性目標）三構面，說明台灣汽車廠商赴中國大陸地區之進

入模式的選擇和決定。受限於國內廠商對外投資策略尚未有一定型模

式，以及也沒有大量廠商數目可供進行統計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

僅能透過個案研究方式，根據個案研究發現建立相關研究命題。 

環境變數 

本研究所定義的環境變數將從台灣和中國大陸兩個環境進行說明，根

據訪談結果，包括市場發展、國家風險與政策法令、以及產業特性與

競爭強度三方面。 

市場發展 

裕隆汽車表示汽車產品已經趨近成熟，數據顯示各大汽車市場（歐洲

與美洲）幾近飽和，大量成長或快速成長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此環境

之下，世界各大汽車廠商為了保有原來的市場佔有率及永續經營，無

不往美洲與歐洲以外的市場發展；其中，中國大陸市場的成長為最吸

引人的一塊處女地，不論是從經濟發展、市場成長、國民生產毛額、

國民所得人民消費力等數據來看，中國大陸確實是未來明日之星。不

僅僅反映在民生消費用品上，亦有可能呈現在對汽車消費的行為上，

特別是當汽車由奢侈品轉為必要之交通工具時，先前因為人民所得必

須達到某一程度（約為每人 4,000 美金）時才會發展的條件，在此應

該不再存有限制。 

中華汽車與三陽工業也抱持同樣看法，已經很難再有一個類似中國大

陸的市場出現，至少在目前狀況所反映出來的現象，中國大陸確實是

一個相當值得投資的區域。然而，包括福特六和、國瑞汽車則認為中



中華管理評論國際學報‧第九卷‧第四期  28  

國大陸是否真如數據所顯示的情形，以及中國大陸面臨產能供過於求

的處境；裕隆汽車也同樣擔心中國大陸資料是否正確，以及中國大陸

為了鞏固政治，不惜放棄經濟追求，亦使得中國大陸市場存在變數，

而這項變數會讓大量投資失去意義，化為幻影。在此，我們姑且不論

國家政策和政治風險，中國大陸確實已經成為世界汽車大廠，包括台

灣廠商未來最主要新興投資區域，並且已經提前發生。 

國瑞汽車與三陽工業認為台灣市場小且處於成熟階段，將加速台灣汽

車廠商尋找出路，如出口、對外直接投資或技術授權，以提高產能利

用率、增加銷售與獲益。此外，台灣市場萎縮不僅僅是市場成熟所

致，裕隆汽車還認為台灣由過去最多 55 萬輛銷售量降至 2003 年的近

37 萬輛銷售量，完全是來自於全球不景氣所造成，因為當汽車由奢侈

品轉換成必要工具時，成熟市場仍然會有換購、首次購車的需求，一

旦出現斷層，絕對是因為經濟不景氣減少消費者換購的需求和首次購

車的動機，或是延長汽車的使用時間。特別是在過去 1、2 年表現更是

明顯。 

中華汽車則提出一個新的議題－環保議題，汽車產業也是一個高污染

產業，不論是製造過程或汽車使用（二氧化碳的排放），這項議題確

實會使得汽車投資增加更多成本。不過在市場發展快速下，成本的增

加應該會被成長所克服，而且環保議題存在於世界各地和國家之內，

無一倖免，亦可以更先進技術和製程消除汽車產業對環境的傷害；目

前中國大陸正處於起步階段，相關法令尚未制訂。 

雖然國內外市場發展情形與成熟階段將會增加汽車廠商海外投資活動

意願，加上受限於汽車產品特性（大型、運輸不易、消費者偏好），

若單單只選擇出口模式，可能無法滿足當地產業發展。因此，若是海

外市場發展快速且處於起步階段，則將吸引汽車廠商進行海外直接投

資，以滿足當地市場與產業發展。 

命題 1.1：國內市場發展情形與階段影響廠商赴海外投資誘因。國內市場

小、發展成熟，則汽車廠商越被吸引赴海外直接投資。 

命題 1.2：海外市場發展快速，將會帶動汽車廠商赴當地進行投資活動。

當地市場大、起步發展階段，越可能吸引汽車廠商赴當地直

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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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風險與政策法令 

福特六和認為汽車產業是一個產業關聯大的產業，與紡織業類似，其

價值鏈上下游整合綿密。我們可以將汽車產業視為『火車頭工業』，

足以扛起一國經濟和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因此汽車工業又被視為一

『政治產業』，往往是一個國家在經濟成長和發展之初，就亟欲進入

和培植的產業。即使隨著汽車產業遊戲規則丕變（整合、結盟、大者

恆大），各國政府無不希望可以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裕隆汽車和中

華汽車更是雄心壯志將汽車產業視為一民族產業，搭上中國大陸汽車

開放之便，希望未來能有一天在國際市場上出現屬於中華民族的汽車

產品。 

國瑞汽車表示各國政府無不希望對自己的汽車產業加以保護，過去台

灣政府對裕隆汽車的保護即是一例。裕隆汽車與中華汽車長期對中國

進行產業追蹤，他們表示如今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政府亦對汽車產

業充滿期待，包括十五規劃、培養三大汽車集團（一汽、上汽及東

風）、以及相關政策制訂，也顯示出中國大陸對於汽車產業勢在必得

的態度，但同時也減少外來投資者可以取得汽車生產執照的機會，裕

隆汽車與中華汽車只能選擇與當地汽車廠合作。受訪廠商表示台灣政

府除了投審會、海基會相關部會外，並沒有特別的限制或是獎勵措

施。 

然而，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的風險，特別是在兩

岸問題的影響之下，越是增加投資不確定性，所以裕隆汽車與中華汽

車都採用與當地汽車廠合作模式進入中國市場，減少被視為外來投資

者的刻板印象。這一點，包括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皆有著

同樣的疑惑和恐懼，但是裕隆汽車提出不同解釋，中國大陸是人治和

法制社會（缺乏法治），雖然在法律和政策制訂上缺乏，但是中國大

陸拋棄眼前近利，強調未來，這是法制的優點，任何與未來有所違背

的就會被管制，不像法治和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受到利益團體影響，主

導政策制訂；中華汽車也認為在中國大陸強調長期發展之下，其法律

制訂有著長遠願景，一旦中國大陸可以制定明確的相關遊戲規則，則

國家風險將可以降低。反觀台灣政府，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

業表示在制訂政策方面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為滿足若干利益

團體制訂相關產業政策；此外，福特六和特別指出雖說是法治國家，

但最令人所詬病的就是政策執行不力，同樣是增加國家風險。如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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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得不又擔心海峽兩岸問題，不論是統一或獨立，都會造成對於

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的負面影響和風險。據此我們發現國家風險為影

響一企業是否進行投資關鍵因素之一。 

最後，中華汽車與裕隆汽車認為中國大陸限制外資比例，影響台灣汽

車業赴大陸投資的『資本合作』障礙，其中最主要的障礙在於外資股

比 50%的限制，這亦是他們如今都尋求與當地原有的汽車廠合作，即

使當地汽車廠競爭力遠落後世界標準也無可奈何。國瑞汽車與福特六

和則表示目前台資車廠仍被視為外資，也受限於外資股比的限制，在

此一條件制約下，形成了三方合作的障礙（因國際車廠加上台灣車廠

的合計股比最多只能 50%，合作的誘因較低）。若能排除此一資本合

作的障礙，視台灣車廠的資本為內資，相信可大為促進三方合作模式

的進行；此外，他們也表示若將台灣資金視同內資，除了可號召更多

台商前來大陸投資，造就更大範圍的兩岸經貿合作效果之外，可有效

促進兩岸的全面資源統合。 

命題 1.3：海外國家風險高低影響海外進入模式選擇。海外國家風險越

高，汽車廠商越不傾向採用獨資進入模式；海外國家風險越

低，汽車廠商採用獨資進入模式可能性越高。 

命題 1.4：政策法令影響海外進入模式。當地主國重視汽車產業，外資汽

車廠商越無法獨資進入；當地主國限制外資比例，廠商選擇

非獨資進入模式。 

產業特性與競爭強度 

根據先前五力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台灣汽車產業有以下幾個的特性

（詳細說明請參考表 7 台灣汽車產業之五力分析）：(1)強調經濟規

模；(2)資金和技術密集；(3)供應商和購買者缺乏議價能力；(4)同業

競爭激烈；(5)相關關鍵技術和零組件受制於世界技術大廠。中華汽車

與裕隆汽車表示，這些產業特性使得台灣汽車廠商多選擇非獨資、技

術合作方式進入海外市場，原因在於無法以單一力量撐起與應付整個

大型產業與市場、產業競爭強烈、來自於技術母廠掌握關鍵零組件與

合約限制，也造成未赴大陸投資與赴大陸投資模式的差異。 

國瑞汽車認為在競爭強烈之下，赴中國投資的台灣汽車廠商便會進行

若干策略，包括透過供應鏈整合方式（形成中心廠和衛星廠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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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球外包(global sourcing)和全球競價方式，取得零組件，降低生

產成本；中華汽車與裕隆汽車表示國外市場大僅是台灣廠商對外投資

原因之一，最主要原因應該還是產業特性使然，例如產業競爭強烈而

尋求合作伙伴分散風險、關鍵技術受限而被迫與技術母廠合作；此

外，福特六和表示台灣汽車廠商為求經濟規模，無不希望擴大市場佔

有率和實際銷售量，以求能快速回收資金投入，以及做一資源最有效

運用。 

在中國大陸市場崛起之時，除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之外，其餘三家車

廠並未有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的活動，這三家車廠表示最主要原因即

來自於其技術母廠的限制包括國內開發與整車技術不足、關鍵零組件

掌握於他人手上、以及最初簽訂合作與授權契約中對於海外投資限

制，這點亦反映出台灣汽車廠商皆扮演國際分工的角色，為技術大廠

全球佈局策略下的一子棋子，大多缺乏自主性；即使是中華汽車與裕

隆汽車也是如此，他們除與當地汽車廠合作，也選擇與技術母廠和世

界先進大廠合作共同進軍中國。總體而言，根據五力分析結果，我們

認為台灣汽車產業為一散（零散、產業缺乏強而有力的主導者或組

織）、亂（市場紛亂、車款多種而少量）、小（台灣市場小、成長有

限）。 

命題 1.5：產業競爭強度影響海外進入模式。產業競爭強度越強，越不可

能採用獨資進入模式。 

命題 1.6：產業特性影響海外進入模式。關鍵零組件與整車技術受制世界

技術大廠，汽車廠商採用獨資進入模式的可能性越低。 

命題 1.7：產業特性影響海外進入模式。來自於技術母廠對被契約授權公

司之海外投資限制，汽車廠商越不可能獨資進入海外市場。 

條件變數 

根據 SWOT 分析，我們已經針對受訪廠商進行比較分析。接著，我們

將以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和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作為比

較分析的兩組樣本，整理摘要如表 9 所示（詳細請參考表 8 台灣汽車

產業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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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環境變數可以視為台灣汽車廠商所面對的外部環境（環境變

數），而皆下來的條件變數，我們將鎖定在台灣汽車業者本身競爭態

勢，亦可視為廠商所面對的內部環境。並在此條件變數下，形成裕隆

汽車和中華汽車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而其餘三家則否；例如，因為

本身外資股權結構（技術母廠）的限制，即使曾經有機會可以赴海外

地區投資，但最後仍受制於技術母廠，使得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

陽工業僅被全球汽車大廠視為全球分工策略下的一員，不可能也不允

許赴海外地區投資。 

此外，因為車廠本身的條件，例如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過去長時間累

積和發展，搭配該公司的願景（裕隆汽車特別強調），使其具備車

體、底盤與引擎完整全車開發，以及快速回應市場的能力，更在赴海

外地區投資時，有著強而有力的支持。中華汽車與裕隆汽車便是趁著

技術母廠自顧不暇之時，並搭配本身長期整車經驗、技術與知識累積

而自行與中國汽車廠合作，而後技術母廠才加入在中國的經營；這兩

大車廠也不僅止於與原有技術母廠合作，也因為本身整車技術條件符

合其他世界大廠要求，而同時也與這些世界大廠合作共同在中國開發

新車型。 

命題 2.1：廠商競爭態勢影響進入模式。汽車廠商具備整車能力越多、整

車階段越高階，則採用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可能性越高。 

命題 2.2：廠商競爭態勢影響進入模式。廠商屬於技術母廠規劃下的全球

分工角色越明顯、自主性越低，則採用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

可能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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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個案公司競爭態勢之比較分析 

比較對象  
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 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 

相

1. 彈性製造 
2. 上下游整合完善 
3. 資金優勢 
4. 修改產品之能力 優

差

1. 車體、底盤與引擎完整全車開發 
2. 快速回應市場 
3. 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先進入者優勢

4. 過去長時間經驗累積 

1.  僅具修改產品之能力 
2. 未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不具

先進入者優勢 

相

1. 不具整車研發之能力 
2. 技術母廠的限制和技術權利金要求 
3. 人才和資源銜接不上 
4. 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5. 擔心本身無法研發設計快速回應市場需求 

競

劣

差
 

1. 外資比例高 
2. 沒有買斷產品 
3. 與技術母廠合作模式 
4. 為技術大廠全球分工角色一   

員，缺乏自主性 
赴中國大陸

投資

與

否，

以及

海外

進入

模式 

赴中國大陸投資生產、銷售，以及整車

和零組件出口、技術支援。進入

模式為合資（對等股權）與契約

模式（技術合作） 

未赴中國大陸進行海外直接投

資，僅從事小額整車和

零組件出口、技術支

援。進入模式為出口與

契約模式（技術合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標變數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目標變數區分為財務性目標和策略性目標兩項。

財務性目標泛指任何跟企業經營績效有關的目標，例如銷售量與成

本、營收、投資報酬率等等。策略性目標則是在財務性目標之外，企

業經營所欲達到之目標稱之，例如達到經濟規模、提高市場佔有率、

進入新興市場、以及各企業的願景和使命。我們將以裕隆汽車和中華

汽車，和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作為比較分析的兩組樣本，

整理摘要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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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個案公司目標變數 

比較對象 
 

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 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

相同 追求銷售量、市場佔有率、經濟規模、降低生產成本 財務

差異 
資金有效運用、提高投資報酬率 資金有效運用 

相同 與國際汽車大廠合作 

目標

策略

差異 
企圖發展民族工業，在世界汽車

版圖中有一席之地 
專心扮演好國際分工的角色、

追求利基點 

赴海外地區或中

國大陸

投資與

否，以

及海外

進入模

式 

赴中國大陸投資生產、銷售，以

及整車和零組件出口、

技術支援。進入模式為

合資（對等股權）與契

約模式（技術合作） 

未赴中國大陸進行海外直接投

資，僅從事小額整車和

零組件出口、技術支

援。進入模式為出口與

契約模式（技術合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財務性目標來看，企業經營就是為了賺錢，在既有市場中獲取應得

的報酬，表現在增加銷售量、降低成本，以增加整體營收狀況、提高

投資報酬率，將資源做一最有效運用，以使得企業能夠永續經營。台

灣汽車業者同樣追求這樣的目標（例如中華汽車提出 2005 年 50 萬輛

車，與營收 1,000 億的目標），但是在台灣市場相對於中國大陸市場

小的情形下，中國大陸市場確實提供一個更大的市場給全世界，台灣

汽車業者亦對中國大陸充滿憧憬和期待，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

面，若是僅考慮以增加規模經濟達到降低生產成本，則沒有急迫性需

要赴海外投資，可以出口模式代替，包括福特六和與國瑞汽車都表示

擴大經濟規模是當前首要任務，偶而因為技術母廠全球配銷需求，再

利用出口同樣可以獲取利潤；三陽工業則表示目前處於增加台灣市場

銷量，無暇考慮外國市場，能夠出口更好。 

從策略性目標來說，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因為受限於技術

母廠合約所致，也來自於管理高層對於本身經營目標設限，大多強調

專心扮演好國際專業分工的角色，為世界大廠和技術母廠代工組裝，

或是進行微幅的出口活動，即使面對中國大陸這麼大的市場，卻未採

取任何投資的實際行動。然而在本次訪談中，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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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表現出一種企圖心，希望藉由此次市場重組的機會發展出一民族

產業，將發展出屬於中國人的汽車作為企業永續發展的願景，並規劃

相關藍圖，殷切期待未來有一天，在世界汽車版圖中有一席之地；於

是，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搭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和市場開放之利，已

搶先一步於其他三家車廠，進入中國大陸進行佈局、卡位，以實現企

業永續發展和遠景。中華汽車更提出成為中國大陸前五大車廠，以及

在輕微客車中成為第一名廠商的目標。 

命題 3.1：廠商財務性目標影響進入模式。汽車廠商越著眼在有效運用資

金、提高投資報酬率，則越傾向採用直接投資進入模式；若

廠商僅著重規模經濟，越傾向出口進入模式。 

命題 3.2：廠商策略性目標影響進入模式。汽車廠商與世界大廠合作越密

切，並且企圖建立自有品牌，則越傾向採用直接投資進入模

式；若是廠商選擇扮演世界大廠的全球分工角色，則越不傾

向採用直接投資進入模式。 

總結： 

1. 從環境變數來看，台灣汽車產業強調經濟規模、資金和技術密集、

供應商和購買者缺乏議價能力、同業競爭激烈、相關關鍵技術

和零組件受制於世界技術大廠。在此產業特性影響之下，中國

大陸市場確實成為台灣汽車廠商最欲進入的海外投資區域，但

是若干台灣汽車廠商沒有赴海外地區和中國大陸投資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此項差異所造成，而是有其他原因，如本身競爭態

勢、受制於技術母廠、以及策略目標不同所致。此外，目標變

數同樣影響個案企業赴中國投資多選擇非獨資方式進行，而其

他個案則以出口方式作為與其他市場接觸。 

2. 分別就個案公司之 SWOT 分析來看，個別廠商競爭態勢分明，亦

造就現在台灣汽車廠商的差異，以及有無赴海外地區或中國大

陸投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核心技術的取得；一是

技術母廠的態度。而本身競爭態勢也對海外投資進入模式有明

顯影響；就個案研究發現，本身相關技術越強，越採用直接投

資進入中國；反之，若技術來源受制於技術母廠，則多從事非

直接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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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性目標和策略性目標對於赴海外地區投資與否、赴中國大陸投

資與否、以及其企業進入策略有顯著的影響。其中，策略性目

標是裕隆汽車和中華汽車，和國瑞汽車、福特六和與三陽工業

差異最大的原因。 

結論與建議 

結論 

本研究以過去相關文獻為基礎，並從環境變數、條件變數和目標變數

探討與中國大陸進入模式之間的關係，有別於過去使用先進國家大型

企業為樣本的實證研究，本研究從開發中國家的角度出發，發展更符

合台灣廠商海外投資發展的理論模型，以進行實證分析；此外，本研

究所選擇產業與個案廠商在台灣發展過程與經濟成長中具備一定程度

的規模與代表性，不失研究的精神。然而，受限於國內廠商對外投資

策略尚未有一定型模式，以及也沒有大量廠商數目可供進行統計實證

研究，因此，本研究僅能透過個案研究方式，根據個案研究發現建立

相關研究命題。研究結果可提供台灣廠商在進行海外投資時，了解到

不同構面會對其進入模式與進入策略選擇造成不同的影響，在進行決

策時必須注意到各個構面才能避免對海外投資造成負面的影響；我們

的實證結果也能提供台灣廠商在進行中國大陸投資時的策略參考。 

經由個案研究分析結果，本小節將針對本研究結果進行討論。整體而

言，台灣汽車產業所面對的『環境變數（台灣和中國大陸產業發

展）』、廠商本身的『條件變數（競爭態勢）』、以及『目標變數

（財務性目標和策略性目標）』，對於台灣汽車業者選擇赴海外地區

或中國大陸地區投資與否，以及進入模式和進入策略選擇有著深遠影

響。其中，當國內市場已經發展成熟，將會促進國內廠商選擇海外市

場以擴大生產規模；同時，若是當所選擇的海外市場也正是處於發展

快速的階段，也將會吸引這些廠商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一旦當這些廠商選擇某些海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時，他們必須制訂海

外市場進入策略。根據本研究結果，所選擇海外國家經營風險與當地

政府對於該產業的重視程度來看，海外市場風險越高、地主國越重視

該產業因而制訂限制外資投資比例，則欲進入該市場的廠商無法以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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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式進行直接投資工作。此外，個案企業與技術母廠合作關係、內

容與技術來源，影響個案能否赴海外進行直接投資與進入模式；因為

汽車產業競爭激烈，並且台灣汽車廠商之關鍵零組件與整車技術受制

於世界技術大廠、以及技術母廠對被契約授權公司之海外投資限制，

使得台灣廠商往往無法以獨資方式進入海外市場。 

若從廠商本身條件特性，本研究亦提出兩項相關命題。主要精神在於

若是忽略廠商本身發展與差異性，等同將這些廠商視為同質性；事實

上，廠商存在諸多差異性，也因為這些差異性使得廠商經營與績效產

生變化，當然也反映在海外市場進入策略的差異。原則上，廠商競爭

態勢越高，越有能力以直接進入海外市場而不單單仰賴出口方式；汽

車廠商主要功能在於整車技術，整車能力越高階，越有能力進行海外

直接投資。然而，若是廠商技術受制於母廠，且僅被技術母廠規劃為

全球分工角色一員，則海外直接投資的自主性低，多由技術母廠決定

其海外經營策略。 

本研究也從廠商經營目標分析海外投資策略，不同的經營目標對於廠

商經營表現有影響。本研究分析廠商設定的經營目標（財務目標策略

目標）與海外直接投資決策之間的關係。當汽車廠商越著眼在有效運

用資金、提高投資報酬率，則越傾向採用直接投資進入模式；若廠商

僅著重規模經濟，越傾向出口進入模式。而自身策略性目標則視個案

是否有企圖改變目前經營情勢，而選擇海外市場直接投資方式成為進

入海外先驅者；或是僅僅保有原有經營態度，扮演全球佈局角色的一

員，則以出口方式即可。這些研究結果對於汽車業者經營具有指標性

意義。 

歸納研究結果，我們再次提出廠商經營環境變化（環境變數）、廠商

本身屬性（條件變數）與廠商設立的經營目標（目標變數），對於國

內廠商選擇海外市場投資方式有所影響。根據本研究提出的命題，除

了提供真實世界廠商海外市場經營策略考量，並且也作為政府單位評

估開放、鼓勵或禁止海外投資的可能性，以及制訂相關政策。對於國

內廠商而言，國際化儼然已經成為現代廠商經營主要課題之一，任何

廠商都不可避免這樣的衝擊？當然，對於很多廠商而言這其實是一個

轉化體質的絕佳機會。如何將這樣的衝擊轉化成助益？或者是在國際

化過程中取得較其他競爭廠商更多的利益，一直是國際企業管理和策

略管理重視的主題。因為台灣汽車業當前的經營環境，伴隨著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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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濟成長，加上這個產業競爭激烈，主要技術多掌握於世界少數大

廠，因此能否在中國大陸市場崛起成為台灣汽車廠商擴展經營規模與

增加經營績效的議題，若干廠商更希望能夠藉由這次機會發展出屬於

中國人的品牌。 

然而，對於國內政府面對這樣的趨勢，到底應該採取『積極開放、有

效管理』或者是『有效開放、積極管理』這種兩難政策？本文的建議

乃是參考這個產業的經營環境與產業特性，迫使政府單位必須正視這

樣的問題，但絕對不是因為不熟悉或者某些政治考量、意識型態，於

是一味的禁止與否定這樣的對外投資，也就是所謂的禁止台灣廠商

『西進政策』。我們呼籲政府單位請著眼於這個產業的經營環境與產

業特性，若是想要以台灣市場而成為世界汽車大廠，這將是一個相當

大的挑戰；如果可以藉由這次中國大陸市場成長的機會，鼓勵幾家具

備指標性的國內汽車廠商進行海外投資，而且這些廠商本身也有使命

希望發展出中國人品牌。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因為汽車產業環

境與特性，是不可能僅侷限於某一個市場，而且這個市場根本無法滿

足現有的汽車廠的供需規模；如果國內廠商已經願意投入且極力發展

來自於中國大陸市場開放的機會，政府單位還是只有禁止或設限，這

並不是一個正面的態度，即使是擔心因為西進中國大陸而使得台灣產

業空洞化，這將是一項愚昧的選擇，畢竟參考許多世界汽車大廠的發

展歷程，國際化是助力絕非阻力；日本 Toyota 汽車，也因為進入美國

市場，而成為世界第二大車廠，這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節列出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各項研究限制，並提出一些供

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與修正的建議本研究之研究限制。由於進入模式

的描述構面有量化的困難，故本研究多採用定性資料，缺乏定量資

料，如此可能造成分析時具有主觀成份在內，影響研究結果的客觀

性。本研究採個案分析法之定性分析方式解釋資料，缺乏大樣本之統

計分析方法作為驗證工具，且多是邏輯推理方式進行分析與解釋，很

難避免研究結果受研究者主觀影響及操控。在個案訪談時，可能會有

受訪者的主觀意識或是記憶錯誤等問題發生，加上可能受訪者本身對

問題的解釋與推測，或是個人的回答意願，或是涉及同業的競爭有所

保留，或是受限於受訪人員之層級及不得洩漏公司機密之緣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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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誤解，此亦為本研究分析的限制。但是經由多次與受訪單位與人

員訪談且完成論文之後再委請他們提供建議與進行修正，已經儘可能

將可能的失誤與遺漏減至最低，因此，本研究仍然不失為一個提供未

來研究參考依據；包括，從三項變數角度提出的命題都值得後續研究

進行驗證，以及這些研究將可以參考這些變數的意涵，提出更多研究

假說與操作性定義。目前，我們也正進行這些研究工作，希望能夠得

到一個更細緻的研究與更完整的結果。 

本研究雖然針對台灣汽車廠商的『環境變數』、廠商本身的『條件變

數』、以及『目標變數』對於赴中國大陸進入模式，做一探討，唯有

下列兩點仍可作為後續研究擴充補強之處。其一是將海外投資地區鎖

定在東南亞地區。這是因為隨著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經濟強權國家

（如美國）已經顧及不了東南亞的發展，也控制不了中國大陸在東南

亞的深根發展，而且東協成立之後，中國大陸對於東南亞等國的支援

及協助具正面意義，逐漸由中國大陸主導，其他國家欲進入東南亞，

也受到中國大陸的主導。雖然，台灣也進不去東協，但是企業不能如

此，還是必須跨越國家疆界，追求永續經營。如此一來，東南亞若是

繼續成長，以及與中國大陸合作（或成為其附庸），這將是一個相當

具吸引力的經濟市場，值得我們對它的探究，亦同時出現在汽車產業

對外投資的議題之上。 

其二是赴海外地區和中國大陸投資之後績效的探討；即使是我們已經

提出環境變數、條件變數與目標變數衡量廠商海外市場進入策略，但

是對於不同變數造成海外市場經營績效的關係，卻未被提出解釋。經

營績效才是廠商真正追求的目的；對跨國企業而言，赴海外投資之

後，選擇何種進入模式或進入策略才有可能獲致令人滿意的績效水

準？應該是實務界與學術界共同關心並持續探討的重要議題。台灣汽

車產業肩負火車頭工業之責，進入模式與騎經營績效之間關係，對於

台灣整體發展具有指標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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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問卷 
敬啟者： 

您好，首先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愛護。本人希望就產業分析所得

之總體環境與產業發展趨勢等資訊，配合個案訪談資料的分析，說明

台灣汽車業者前進大陸地區的競爭優勢，以及業者在各自優勢下，前

進大陸地區投資可行的進入策略。由於現行國內資料庫未能契合本研

究之需要，為了取得相關的變數資料，研究人員設計了一份包含台灣

汽車業者海外投資的概況、影響海外投資進入模式的因素、台灣汽車

業者赴大陸地區投資之關鍵策略與進入模式之間的關係、以及整體性

建議。貴公司的訪談過程僅供學術研究分析，絕不移作他用。我們感

謝您的協助，為我國汽車產業發展及競爭力提升盡一份心力。整體訪

問時間約 2 個小時。 

國內汽車業近年成長趨緩，甚至已開始呈現負成長，其原因為國內市

場小但汽車廠多，以致於無法達到量產規模，成本居高不下，部分廠

商則處於年年虧損的狀態。而與我同文同種的大陸，因其工資、土地

成本低廉及未來潛在市場之強勢，使我廠商紛紛有登「陸」之意願。

如果對照台灣各產業外移大陸的趨勢，以及大陸與台灣之間多面向的

關連性，相信未來中國大陸將會是台灣汽車業者下一個主要競逐的戰

場，也是台灣車廠成為國際性車廠的最後契機，否則困守台灣的結

果，在台灣加入 WTO 後，失去的將不只是國際市場，可能連國內市

場也會不保。這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望透過

個案訪談分析的方式，達到下列的研究目的： 

1. 由大量的文獻探討與實務佐證，瞭解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所

採取的進入模式(entry mode)。 

2. 建立台灣汽車業者前進大陸地區時，所需關切的關鍵決策變數。

台灣汽車業要進入大陸時，重要的決策變數有哪些？又需考量哪

些因素及風險承擔？這是在擬定進入策略時的所需先確定的。 

3. 從個案公司經營概況及進入策略演進過程，按本研究之分析架

構，歸納出個案公司進入大陸地區所需掌握之關鍵策略。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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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分析架構討個案公司內在資源條件，配合外部環境趨勢，

印證其進入策略之合理性。 

4. 為台灣汽車業者前進大陸地區之投資策略，提供整體性的建議。 

本研究共包括四大部分的問卷。第壹部分為廠商基本資料，主要為說

明台灣汽車業者海外投資概況，包括海外投資地區、投資項目和投資

模式（進入模式），以及鎖定在大陸地區海外投資的概況；第貳部分

為探究台灣汽車業者赴海外投資之進入模式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關

係，透過台灣和中國大陸環境概況，以及產業特性兩外部環境構面，

說明其情形。本研究將焦點鎖定在大陸地區；第參部分則是就廠商特

有優勢、廠商策略和廠商目標等內部構面，探討台灣汽車業者赴海外

投資時，所需要考慮的關鍵策略；上述兩個部分可以反映出目前台灣

汽車業者對於海外和大陸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的關鍵因素；第肆部分

則是針對台灣汽車業者赴海外和大陸地區投資提出若干整體性建議。

係提供廠商自由回答之開放性問題，就目前情勢及未來發展，整理出

一整體性的架構。藉此研究人員可以捕捉有限問卷所不能涵蓋的議

題，並整理出一些敘述性建議(descriptive suggestion)供有關單位參

考。 

第壹部分  廠商海外投資基本資料 

一、貴公司海外投資的概況？投資地區？投資項目？ 

二、一般而言，進入模式可從下面兩方面來說明：一是所有權(ownership)
進入策略，包括獨資(whole own)、多數股權、對等股權和少數股權

等方式；一是鎖定在進入模式本身，包括(1)出口模式（直接和間

接）、(2)契約模式(contracting)（授權、特許、技術合作、服務合

約、管理合約）、以及(3)投資模式(direct investment)（獨資收購

(acquisition)、獨資新設投資(greenfield)、合資(joint venture)）。則貴

公司所進行之海外投資進入模式為何（概略說明即可）？ 

三、貴公司若是有進行大陸地區的投資，則投資項目？投資地點？和投

資之進入模式為何？（若是沒有赴大陸地區投資，則免） 



中華管理評論國際學報‧第九卷‧第四期  45  

第貳部分  進入模式和台灣汽車業者所處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 

一、貴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時，所考量的外部環境（本身所處環境和欲前

往投資環境）變數為何（從國家風險和政策法令、產業特性和競爭

強度，以及市場發展等方向概略說明）？以及若干環境變數是否會

影響貴公司的海外投資之進入模式？ 

二、特別針對大陸地區的投資環境，說明貴公司若是赴大陸地區投資必

須考慮的環境變數為何？以及其對貴公司海外投資之進入模式的影

響？ 

三、台灣地區的投資環境，是否對貴公司赴大陸地區投資有所影響？以

及其影響表現在貴公司大陸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為何？ 

第參部分  進入模式和台灣汽車業者關鍵策略之間的關係 

一、貴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時，就企業本身的狀況（優勢和劣勢，包括資

金、技術、製程、管理和企業文化等方向）與其欲達成目標（如策

略性目標和財務性目標），對於海外投資之進入模式的影響為何？ 

二、貴公司若是投資大陸地區，則企業本身目前的發展（技術來源、資

金需求、管理哲學、企業文化），對於大陸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的

影響為何？ 

三、企業本身的目標，對於大陸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的影響？企業目標

可能是欲取得技術合作（策略性目標），或是提高全球市場佔有率

和擴大經濟規模（財務性目標）。 

第肆部分  整體性建議 

一、台灣廠商赴海外地區投資，所應該注意事項。 

二、就貴公司赴大陸地區投資的個案，提出針對大陸地區投資的建議。 

三、若貴公司尚未進行海外及大陸地區的投資，則未來是否有相關的規

劃？以及此時所考量的因素為何（策略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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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參訪廠商及受訪人員 
依參訪順序說明參訪廠商、受訪人員與受訪時間。 

1. 民國 93 年 10 月 18 日，14：00，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劉武

雄先生，海外事業室經理；余章宏先生，總經理室 TQM 組副主

任。 

2. 民國 93 年 10 月 22 日，14：00，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簡鈴宗先生，公共事務處政府事務經理。 

3. 民國 93 年 10 月 25 日，10：00，國瑞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王志發先生，經營企劃部公共事務室。 

4. 民國 93 年 10 月 25 日，14：00，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莊國材先生，總經理室主任。 

5. 民國 93 年 11 月 04 日，10：00，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維禮先生，海外事業室協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