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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台商與兩岸經貿的不對稱
「台商」通常是指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台
灣廠商，2 雖然台灣企業迅速前往中國大陸投
資並且擴大產值，從全球各國在中國大陸投資
的金額、以及兩岸三地的企業排名來看，台灣
企業正面臨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對手嚴酷的競
爭，占中國大陸吸收全世界外資的比例日漸下
滑。如圖 1 所示，1993 ∼ 1994 年台灣曾經是
除了香港以外中國大陸最大的 FDI 來源，之後
的某些年度日本、美國、韓國與新加坡都曾超
越台灣。以 2017 年中國大陸累計獲得的各國
FDI 之比例來看，整體來說台灣所佔比例逐年
下滑，依據中國大陸方面對台灣投資的認定與
統計，2009 ∼ 2010 年台灣占全世界外資進入
中國大陸的 7%，除香港外為當年全球 FDI 流
入中國大陸的第一名，隨後排名逐漸退到第六，
對中國大陸所獲得的 FDI 總量而言，台灣所占
比例不到 3%。圖 2 顯示的是台灣對外投資當
中到中國大陸所佔的比例，可以發現 2010 年
台灣對外投資裡中國大陸達到 83% 的歷史高
峰，之後逐年下降到 44%。
根據中華徵信所的中大型企業集團數據庫
前 550 大集團來自中國大陸的總營收淨額與總
雇用人數，如圖 3 所示，從 2002 年到 2016 年
間，台商兩岸營收淨額同步上升，在台灣一方
的營收淨額大約是 250 兆新台幣，中國大陸投
資的營收淨額則約 125 兆，剛好是一半左右。

相對於營收淨額，台商投資中國大陸所占
其經濟產出比例的情況，台商在兩岸的雇用人
數可提供參照。如圖 4 所示，台商在台雇用人
數約 90 萬人逐步成長到 2013 年的 150 餘萬人，
2006 年台商在中國大陸的雇用人數超過了在台
圖1

台灣與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比例圖，
1986-2016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大陸商務部 (2018)、中國大陸
國家統計局 (2018)

圖2

台灣對外投資當中外流到中國大陸比例圖，
1991-2017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8)

註 1：本文由作者大幅修訂自另一學術論文：鄭志鵬、林宗弘，2017，
〈鑲嵌的極限：中國台商的「跨國資本積累場域」分析〉，
李宗榮、( 林宗弘 ) 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頁 611~644，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註 2：鄭志鵬，2008，〈台商－生成於亞洲的新興跨國資本〉。頁 129-148，收錄於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編，《跨戒：
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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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台商的成敗因素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 550 大集團企業數據庫

圖 4 台 灣 前 550 集 團 在 各 國 的 員 工 人 數，20022015

資料來源：同圖 3

圖 5 「跨國資本積累場域」的研究架構 ( 鄭志鵬、
林宗弘 2017)

台灣清華大學鄭志鵬教授與筆者曾提出
「跨國資本積累場域」這個分析架構（見圖 5），
以「全球－外資－地方」與「國家－外資－勞
動」畫出台商策略的四個象限。31992 鄧小平
南巡與兩岸會談之後，美中關係逐漸改善，中
國大陸加速改革開放，台商的發展進入長達 15
年的黃金時代。由於大陸有更便宜的土地與和
勞動力，台商成功整合多層網絡生產組織，原
本在台灣由零件製造商和專業加工廠協力完成
的製程被整合到成型廠，使廠商規模迅速擴大，
例如在東莞黃江的裕元鞋廠與在深圳龍華的富
士康等。除了規模經濟，台商的優勢來自與國
家關係的地方制度創新、與社區關係的良好政
商關係、與廠商關係的排他族群網絡、與勞工
關係的世界工廠體制等四個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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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就台商所面對的全球局勢分為三
個時期：黃金時代 (1992 ∼ 2007)、巨浪時代
(2008 ∼ 2014) 與退潮時代 (2015 ∼ )。從兩岸
經貿往來與大型集團數據來看，台商投資由八
成降到四成，但仍有三分之一的營收來自中國
大陸代工廠，對中國大陸來說卻是僅佔 3% 的
外資，再加上美中貿易戰的風險與成本提升，
未來 5 到 10 年內，台商將面對極為嚴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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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前 550 集團各國營收淨額，2002-2015

培養政商關係

台商與中國大陸地方官員發展為基礎的人
際關係網絡，使台商能迅速重建外銷導向的生
產基地，複製台灣經驗，而台灣與中國大陸文
化與語言上的親近性，有助於這種人際關係網
絡形成，這也是台商較其他跨國投資者成功的
因素之一。
█

灣雇用人數，到了 2012 年的高峰期，台商在
中國大陸雇用將近 260 萬人，大約是台灣本土
雇用人數的 1.7 倍。儘管台灣的勞動生產力與
薪資都較高，但是台商對中國大陸廉價勞動力
的依賴程度極高，近年來中國大陸薪資與賦稅
上漲，對台商以及本土母公司的獲利能力產生
嚴重衝擊。

地方制度創新

首先，與地方政府協商後的產權制度創新，
是台商比其他跨國資本更快適應「中國製造」
的關鍵。依據 1990 年代中國大陸的法律規定，
外商需與中國大陸鄉鎮企業合資，支付地方政
府「管理費」或「服務費」，使台商能夠將之
列入成本計算。
█

排他性族群網絡
中國大陸台商雖然產業規模變大，但仍長

註 3：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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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維持台灣人排他性的族群網絡。在此網絡內
上下游協力廠商都是台商，工廠管理上層絕大
多數是台灣幹部。4 台商台幹下班後到台資餐
廳、卡拉 OK 或者高爾夫球俱樂部聯繫感情，
有助於認識彼此，交換關於國際客戶與當地政
府的資訊、建立信任關係，甚至促成共同投資，
彼此關照。5 台商網絡有助於克服投資環境的
高風險，滿足全球商品鏈上游客戶的種種要求，
穩固台商代工地位。6

從巨浪到退潮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大陸台商在跨
國資本積累場域的兩線作戰面臨重大危機，本
文稱為巨浪時代。在「全球─外資─地方」的
權力軸線上，台商仍處於技術層次偏低且依賴
國際買主訂單的劣勢。2008 年之後全球經濟衰
退，中國大陸進入騰籠換鳥的時期，台商面臨
的更嚴苛經營危機：地方制度安排、政商關係
維繫、工廠管理權威與排他性的族群網絡，紛
紛受到嚴厲挑戰。
首先，政商關係開始改變。中國大陸中央
政府積極推動本土產業升級並減少對外資的補
貼或依賴，在 2006 年頒佈「十一五」計畫扶
持本地私營企業發展。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實
施兩稅合一，將外資的企業所得稅率由原來的
17% 上調至 25%，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則下
修至 25%，稅制統一後外資不再享有政府稅率
優惠，中國大陸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
表1

此外，2007 年時擔任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所提
出的轉型升級口號「騰籠換鳥」，顯示地方政
府希望能夠移出傳統製造業，空出土地帶動珠
三角地區產業升級。
其次是勞資關係轉變。配合產業升級與中
西部開發戰略，中國大陸中央政府由上而下推
動勞動與社會保障改革。2008 年通過實施勞動
合同法，2010 年推動社會保險法、廣東省政府
開始大幅調漲基本工資，加上近年來南部與東
部地區勞工抗爭規模及時間都在擴大，如 2014
年裕元鞋廠員工針對社保與公積金罷工。7 這
些衝擊都對台商已經微薄的利基造成相當沉重
的壓力。
在全球─外資─地方這條軸線上，面對國
際品牌商，台商很少有機會改變權力與利益分
配；面對國家─外資─勞動關係軸線的制度變
遷，少數規模較大、資金雄厚或技術較先進的
台商與外資工廠，尚可調整工資因應，無法承
受的只能出走，內遷四川、湖北、安徽、河南
等中西部省分或外移到東南亞。轉型、轉進與
轉業合稱「三轉」策略，便是台商正在嘗試的
轉型路徑。

退潮時代與三轉策略
儘管台商看似迅速崛起、規模擴張，但是
在全球商品鏈裡仍處在弱勢的半邊陲位置，所
謂的三轉策略，是指面對上述危機，台商的三
種應對方式。「轉型」指發展自有品牌、技術

台商發展的三個時期與所面對的議題
1992~2007 黃金時代

全球與四大關係

2008~2014 巨浪時代

2015~2022? 退潮時代 ?

全球地緣政治

美中合作，台灣從戒急用 美中合作又競爭，兩岸簽訂 美中衝突直到貿易戰開打，兩岸維持現
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ECFA，直到太陽花運動
狀冷和或對峙

與客戶關係

低議價權、低技術到中國 大型化、製程專利合作逐漸 產業轉型 ( 技術升級 ) 或地理轉移、台
大陸、台商網絡有優勢
增加、中小台商網絡被取代 商網絡瓦解

與國家關係

招商引資

與地方關係

廣東騰籠換鳥、勞動合同法 除少數產業外稅負加重、環保條件提
與地方政府政商關係良
後最低工資上升等促使台 高、土地取得困難、對市場 ( 美國 ) 或
好、可解決土地等問題
商往中西部投資
客戶 ( 上游 ) 負向信號 ( 技術外流 )

勞資關係

迅速擴大雇用規模、經營 政商關係重要但未必解決 落實五險一金、少子化與戶籍導致缺工
政商關係解決勞資爭議
勞資爭議或污染等問題
缺才日益嚴重

讓利、以商圍政

一代一線同等待遇

註 4：鄧建邦，2002，〈接近的距離：中國大陸台資廠的核心大陸員工與台商〉。《台灣社會學》3：212-251。
註 5：鄭志鵬，2008，〈市場政治：中國出口導向製鞋產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台灣社會學》15: 109-163。
註 6：鄭陸霖，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 1-46。
註 7：鄭陸霖，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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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 550 大集團企業數據庫、一千
大台商數據庫

資料來源：同圖 6

升級，或是在中國大陸市場落地生根；第二是
「轉移」，指的是沒有能力「轉型」的廠商，
必須靠轉移到工資與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區來減
少生產成本；第三種策略則是「轉行」，被迫
關廠或自行收場另謀出路。
少部份台商已經開始追求轉型，利用中國
大陸廣大消費市場。嘗試轉型期間，許多台商
必須繼續代工來維持建立品牌所需的技術研發
與行銷費用，代工占公司業務的比例仍遠高於
品牌，然而台商已無法維持龐大的企業規模。
許多台商開始進行組織瘦身，積極納入本地協
力廠，除了將工廠經營的成本與風險轉移給本
土協力廠商之外，也可能讓台商轉型至貿易商，
維持或提高毛利率。2015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
公布「中國製造 2025」規劃，宣示以 10 年時
間打造以本土廠商為主的紅色供應鏈，中資廠
打進台商生產網絡已成大勢所趨，台商原先刻
意在中國大陸營造出的排他性族群網絡與飛地
經濟開始崩解。有鑒於此，不少台商急於推動
產業轉型，但經營品牌與通路存在極大風險。
台商另一策略是轉移。圖 6 顯示六大分區
裡的一千大台商營收淨額，從 2007 年以來台
商在華東的營業額開始大幅超過華南，在 2014
年達到高峰後停滯，而華中與華西的營業額與
華南下滑相當。從圖 7 的一千大台商員工人
數來看，華南雇用人數在 2009 年便從近 110
萬人下滑到 80 萬人左右，華東則持續成長到
2012 年度的 190 萬人，2013 年後下滑到 130
萬，華中與華西的雇用人數雖有成長但並未超
過 20 萬人，在 2016 年之後，台商的員工數下
降更快。整體而言台商的營收達到高原期、員

工數已經大幅衰退。
轉移策略對規模極大但是技術有限的巨型
廠商如富士康來說，仍然是最佳選擇。從一千
大台商數據庫的資料來看，這一波轉移也帶動
了台資電子業廠商產業鏈的西進，但中國大陸
工資上漲與工人抗爭，加上 APPLE 市場疲軟並
開始分散訂單給其他大型 OEM 廠商，以及美
中貿易戰的影響，鴻海集團已經轉盈為虧。中
小企業內遷更為棘手，與過去在東南沿海的工
廠體制相比，監督管理的成本提高，同時無法
控制品質、很難要求工人加班趕工。8
前述對台商三轉策略的分析顯示，黃金時
代一去不復返，過去建構政商關係、非正式制
度與排他性族群網絡所形成的在地鑲嵌機制正
在崩解，在未來 5 到 10 年之內，多數台商面
臨極大的生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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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國大陸六大分區裡一千大台商的總營收淨
額，2004-2017

中國大陸六大分區裡一千大台商的總雇用人
數，200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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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台商的機遇與挑戰
如前所述，就全球環境而言，美中貿易戰
不確定性與風險持續上升，台商在中國大陸發
展進入高原期，低技術工廠或中小服務業承受
中國大陸本土廠商競爭，雖然台資大型製造業
排名倒退但仍有穩定營收或純益率，受雇於台
資的台幹就業機會或人數在持續減少。就地區
分布而言，製造業與華東仍然是一千大台商集
中與優勢地區，華東服務業毛利有成長趨勢，
但營業額與規模仍有限，有一句俗話說「潮水
退了才知道誰沒穿褲子」，台商整體發展的黃
金時代已經過去，退潮之後就業或創業風險漸
增，將面對汰弱留強適者生存的新時代。
註 8：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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