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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陸
之
投資環境變遷 調查研究
文／林震岩

本文內容摘自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104年度大

一、投資環境變遷之分析

陸投資環境變遷對台商經營影響及因應建議之研究

在前七項投資環境變遷負面影響項目有六項皆

計畫」，整本報告內容請參見www.mac.gov.tw/public/

與人力資源有關，且平均值達-2.0，印證了大陸人力

Data/612215501971.pdf。

成本的高漲及招募與管理的不易，已成為台商最頭
痛的問題，特別是「勞資糾紛頻傳」。此外，台商

近年國際經濟景氣變化甚鉅，隨大陸經濟產業結

除面對大陸人力資源的問題外，最常關心的問題就

構轉變，豐沛廉價勞動力、便宜土地成本及優惠政

是面臨地方保護主義造成台商的不公平競爭，再加

策等吸引外資企業等優勢隨之逐漸消失，再加上大

上大陸企業的崛起與同業競爭使台商無法與陸商競

陸企業本身競爭力的提升，台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日

爭，台商的經營模式常是「先求好再求大」而陸商

趨困難，並普遍導致企業獲利大幅下降、故進行本

則是「先求大再求好」，故台商在未來將面臨嚴酷的

調查研究，以瞭解2015年大陸投資環境變遷對台商

生存競爭。

之影響，並研擬對台商之具體因應建議。本研究亦

至於排名前11名至前20名的負面影響項目，其

在2012年進行過此調查，並對前後兩次調查進行比

平均值位於-1.5至-1.0之間。「總體經濟下滑」使台

較。

商對是否能保七及未來經濟發展有相當的憂慮，「土

本研究共回收了220份有效樣本。本問卷主要

地與房舍成本高漲」、「物價通膨嚴重」、「遵守法

由在協會或公司擔任高階主管的台商所填答，故

規成本增加」等造成成本嚴重的增加。此外，早期台

具有代表性。回收樣本數以長三角及珠三角為主，

商到大陸投資受到大陸政府高度歡迎與重視，但現在

分別各83家佔35.83%，其他地區為輔（共76家佔

不投資幾億元已無法受到重視。「環保標準提高」乃

29.93%）。在產業別方面，分別是電子資訊業42家

因新環保法規的實施對製造業，特別是高污染的製造

19.09%、金屬機械業37家16.82%、民生化工業70

業影響更大，且沿海各地投資優惠不再，只有中西部

家31.82%、服務業67家30.35%與農林漁牧業4家

或特別鼓勵項目還有優惠。

1.82%。調查結果如表1所示，說明如下。

18

2016年6月號／294期

至於排名前21名至前30名的負面影響項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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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台商常會感受到大陸稅務

表1

本研究重要研究構念之平均數分析彙總表

官員對台商特別嚴苛，不但常
來查稅且要求完全按照法令規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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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而造成經營成本提高。

勞資糾紛頻傳

-2.081 (1)

新常態經濟

-0.807 (1)

大陸近幾年來強調「依法治

徵收社會保險費用

-2.004 (2)

騰籠換鳥政策

-0.626 (2)

-1.968 (3)

房地產政策

-0.585 (3)

-1.954 (4)

製造業轉型服務業

-0.545 (4)
-0.284 (5)

國」，法規愈來愈對企業嚴

員工敬業精神不足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苛，這是許多台商反應的心

缺乏熟練員工及專才

-1.913 (5)

服貿卡關

聲。在資金取得方面，不只是

同業間的競爭壓力

-1.813 (6)

貨貿後續協商

-0.037 (6)

員工流動率高

取得成本太高的問題而已，

-1.804 (7)

已推動十二五規劃

-0.036 (7)

面臨大陸企業崛起

-1.759 (8)

反腐肅貪

-0.027 (8)

而是想借也借不到。此外，

大陸地方保護主義

-1.622 (9)

正規劃十三五規劃

-0.018 (9)

原物料成本高漲

-1.550 (10)

依法治國

0.050 (10)

總體經濟下滑

-1.472 (11)

城鎮化建設

0.059 (11)

物價通膨嚴重

-1.418 (12)

一帶一路

0.092 (12)

生後，大陸政府對工安嚴加查

人民幣匯率波動

-1.395 (13)

自由貿易區

0.151 (13)

核，造成台商需投入資金改善

土地與房舍成本高漲

-1.381 (14)

減政放權

0.243 (14)

遵守法規成本增加

-1.372 (15)

兩岸企業合作

0.339 (15)

人民幣兌換與結算

-1.318 (16)

開放金融機構設點

0.403 (16)

大陸對台商重視度

-1.259 (17)

升

環保標準提高

-1.168 (18)

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

-1.095 (19)

紛紛取消投資優惠

-1.068 (20)

技術升級

3.593 (1)

管理升級

賦稅課徵嚴格

-1.059 (21)

3.635 (2)

常態經濟」，大陸政府宣示

產品升級

大陸法規趨嚴

-1.022 (22)

3.630 (3)

人力升級

資金取得不易

-0.940 (23)

3.583 (4)

高成長不再是追求目標，故

地方債務增加

-0.918 (24)

轉內需

3.317 (5)

貧富差距擴大

-0.818 (25)

轉產業

2.322 (6)

都市規劃造成遷移

-0.761 (26)

轉地區

2.148 (7)

土地房舍補償不合理

-0.733 (27)

轉國家

1.674 (8)

台商重大事件

-0.713 (28)

轉回台

1.601 (9)

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騰籠換

商業倫理喪失

-0.663 (29)

鳥政策」與「製造業轉型為服

避稅天堂查核嚴格

-0.650 (30)

務業」對以中小製造業為主的

電力缺乏

-0.586 (31)

強化行銷與業務擴展能力

4.258 (1)

各國實施貿易制裁

-0.445 (32)

解決缺工與人事成本高漲

4.186 (2)

水力缺乏

-0.436 (33)

解決各種生產要素成本高漲

4.179 (3)

-0.436 (34)

強化資金周轉與收款能力

4.032 (4)

跨境電商交易

-0.368 (35)

加強對大陸政策與法令適應

4.014 (5)

電子商務交易

-0.359 (36)

與各方建立更密切關係

3.911 (6)

大陸與韓國簽訂FTA

-0.322 (37)

調整公司策略以配合政策

3.872 (7)

台灣九合一選舉

-0.240 (38)

爭取大陸政府的補助與優惠

3.835 (8)

大陸與其它國簽訂FTA

-0.222 (39)

縮小經營規模或簡化業務

3.165 (9)

大陸開拓東南亞市場

-0.140 (40)

凍結或減緩新投資與計畫

3.155 (10)

「台商重大事件」特別是工安
事件，自從昆山中榮事件發

工安設備。

二、政府政策之分析
在16項政府政策面影響
中，負面影響排名第1為「新

2015年以保七為目標，但台
商感受到的是經濟下滑的負面
影響。對房地業調控亦感受到

台商產生很大衝擊。此外，根
據台商訪談多數希望服貿能夠
通過，但畢竟服貿卡關還是可
透過各種方式進軍大陸市場，
只是較為麻煩而已。至於貨貿
後續協商也因ECFA早期清單
已有獲益且中韓FTA也未有太
大衝擊，故沒有太大影響。
「十二五規劃」與「十三五

台灣食安事件

衡

量

級
項

整
衡

量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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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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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平均值（排名）

對

目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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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在「投資環境變遷」與「政府政策」中，3、2、1分別表正面影響很大、大、有點，
0表沒影響，-3、-2、-1分別表負面影響很大、大、有點。
註2：在「總體環境變遷」中，5表很同意、4表同意、3表中等、2表不同意、1表很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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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因其內容過廣，故不若其它政策來得感受較

皆為採取「積極的」作法來因應，包括排名前4名的

深，故整體而言沒有影響。至於「反腐肅貪」利大於

「強化行銷與業務擴展能力」、「解決缺工與人事成

弊且大多台商表示肯定與支持，但對企業的影響並不

本高漲」、「解決各種生產要素成本高漲」及「強化

大。至於大陸正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與「城鎮化

資金周轉與收款能力」，故台商除積極拓展業務與強

建設」，大多數台商表示參與的機會很有限，特別是

化財務能力外，且嚴格控制成本來因應經濟不景氣。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商。至於「自由貿易區」多數台

這表示台商對於大陸投資環境的變遷是採取「積極面

商關心其發展，但是否要進駐自貿區又是另一回事。

對」態度，而非「消極逃避」作法，故應對台商認真

至於「減政放權」有助各項業務的順利推動。對台商

與努力的態度予以高度肯定。

最有實質助益的是「開放金融機構設點」與「兩岸企
業合作」。

五、經營績效與展望之分析
在量化的經營績效中，台商在過去2014年艱困

三、升級轉型策略之分析

的經營環境中，仍努力追求績效，這也是台商雖抱怨

在升級轉型的七項策略中，可看出排名前4名的

大陸投資環境已變得嚴苛，但仍還有一定的發展機

項目分別是技術升級、管理升級、產品升級、人力升

會，而沒有撤出大陸的原因。但也可看出，還是有超

級。這四項升級策略分數皆高於轉型策略，這代表

過百分之二十幾的台商，已遭遇到業務成長與利潤為

確實有「升級容易、轉型難」的現象，在升級策略

負的情況。在質化的未來經營展望部分，勾選「持

中又以「人力升級」最困難，乃因大陸的人力資源

平」的台商最多，台商因有感於大陸各項投資環境愈

管理一直是很艱困的問題。人力與管理升級皆是屬

來愈嚴苛，雖然各種經營績效展望不算好，但對於未

於企業「軟實力」的提升，故較企業「硬實力」的

來企業永續經營還抱持樂觀態度，故還有許多台商願

產品及技術升級，顯得較沒有那麼迫切，故其執行程

意留在大陸發展。

度較低。
在五項轉型策略中，唯一分數高於3.0之策略為

六、2015年與2012年的比較分析

「轉內需」，這原本就是台商普遍在進行的轉型策

雖然兩次調查使用了不同的樣本且採便利抽樣，

略。排名後四名的策略分別是「轉產業」、「轉地

但不同年的不同台商樣本還是可進行比較檢定以供參

區」、「轉國家」、「轉回台」，其排名順序與過去

考，雖採便利抽樣但台商也是隨機選取的，故以相隔

本研究從事陸委會相關研究的大致一致。轉產業相對

3年間的變化來進行比較仍具有相當的可參考性。

於轉地區更普遍一些。在轉回台方面，因台灣的勞工

在投資環境變項目中，可看出2015年的投資環

問題、配套問題與關係網絡等問題，使得台商更願意

境比2012年更為嚴苛。在前六項與人力資源有關項

留在大陸而不是回台發展。

目中，只有「員工流動率高」負面影響減少，這乃
因經濟下滑使企業關閉不少，造成員工選擇性低而

四、整體對策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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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員工流動率降低。在2012年反應的生產要素成本

在十項整體對策中，從表中可看出除最後二個

高居不大的問題，特別是「電力缺乏」、「水力缺

項目外，其餘項目皆高於3.8分，這表示台商整體而

乏」、「原物料成本高漲」問題在2015年已獲得顯

言，很積極透過各整體因應策略來面對大陸投資環境

著改善，隨著經濟下滑使電與水已不缺，生產過剩

的變遷。排名最後的二個項目為透過「消極的」縮

亦使得原物料成本不再高漲。此外，「環保標準的提

小、簡化、凍結來減緩計劃與業務成長，其它題目則

高」變得更加嚴重，這乃是新環保法的實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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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間競爭壓力」將造成未來台商
難與陸商競爭的嚴重問題。在「貧
富差距擴大」問題比2012年更加嚴
重，使台商更加擔心會造成嚴重社會
問題。
在轉型策略方面，2015年皆較
2012年下降了，且在轉產業、轉地
區與轉回台下降的程度達顯著差異，
這表示台商面對大陸投資環境嚴苛的
挑戰，在轉型的作法上不若2012年
積極，這乃因轉型不易。在「經營績
效與展望」方面， 2015年皆比2012
年降低，且還有5項顯著降低。分別
是「營業額成長率」、「內銷成長
率」、「降低經營成本」、「提高市
佔有率」及「提升永續經營」。
綜合前述2015年與2012年的
比較分析，可發現相隔3年的調查
結果，整體而言，2015年台商所面
臨的「投資環境」變得比2012年嚴
苛，雖然台商還堅守「整體對策」而
沒有顯著降低對策的積極度，但很明
顯的發現「企業能力」與「轉型策
略」有顯著降低現象，最後導致「經
©法新社

營績效與展望」亦跟著顯著降低。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產業結構轉變，廉價勞動力及便宜土地成本優勢不再，台商
在大陸投資經營日趨困難。

七、對大陸台商之建議
在新的變局下，台商不能只想著
過去政府的優惠，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台商面對不

落幕。且台商必須妥善處理好第二代接班與專業團隊

公平待遇應正面看待，要有良好心理素質，包括不埋

接班問題，接班順利與否是在大陸能否成功經營的重

怨、不與當地比較，要適應變遷，台商必需正規經營

要關鍵因素。台商與大陸政府建立良好的關係是很重

才能在大陸永續生存。在產品與服務的定位上必須要

要的工作，但台商只要遵守大陸各種法規制度，並達

中高端甚至是高端，在技術上必須要領先具高附加價

到大陸當地標準的要求，讓大陸政府來查核也不會發

值。轉型不易，但台商還是要努力拼轉型。面對勞資

現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糾紛時，盡量不要走到打官司或找政府協調，私下協

（本文作者為中原大學企管系教授兼全球台商研究中

商較好，員工要各個擊破，更要以退為進讓糾紛盡快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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