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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6 年代越南政治改革，隨後是在 2007 年大陸投資環變化導致外國企業在大陸投資成本不斷提高，大陸屹立

不搖的世界工廠突然間轉移到越南。本研究藉由國際投的理論「OLI 優勢理論」及「母子公司相關理論」分析工具，

探討研究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策略，以個案台灣公司赴越南投資策略為範例，探討台商選擇到越南投資的動機及區

位選擇 與母子公司之間的角色扮演，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做為研究，以訪談投資專家的方式取得第一手資料，

所蒐集到的次級資料作為研究議題的佐證。研究結果發現越南投資環境優勢吸引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的動機，最主

要的因素是：「市場潛力」、「人力豐富工資低」、「地理優勢」、「天然資源豐富」、「文化差異」、「政府之優惠措施」

等因素。隨然參照理論「OLI 優勢理論」觀點是大部分符合，但是研究其外發現越南的投資環境優越的“拉力動機”

因受到 2007 年大陸投資環境惡化及 2018 年中美貿易戰愈打愈激烈的“推力動機”促進越南投資環境飛躍成長。台商

企業技術領先優勢、永續經營，持續不斷成長是為經營的目標。面對越南這個國際新秀，台灣是不容忽略，只要打

進越南國家，就擁有東協十個國家，甚至全世界！。研究結果也發現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對於越南子公司策略都採

取專業經理人制度，創造利潤穩固企業在越南的競爭力。 

關鍵詞：台商、投資策略、投資動機、母子公司、區位選擇 

Keywords:Taiwanese business、Investment Strategy、Investment motivation、Parent company、Location 

selection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20 世紀 80 年代，隨著全球經濟大環境的變化越南國家的經濟環境也跟著『改革』，其於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

的影響再加上 2007 受到中國的投資環境惡化影響，推動了國際企業各國紛紛跨越南投資,在國際主流大廠跨越南投

資的環境中，以全球科技化分工及供應鏈變動必須相應客戶的需求及服務客戶之上，因此越南的投資環境大幅變動

與數陪成長。根據經濟部台商網-經貿統計-雙邊投資統計，截至 2017 年，台商在越南投資總額達到 309.09 億美元

占台商投資亞洲各國總額 33.35％，越南已經成東協最多台商投資的國度。越南為何成為東協最多台商投資的國度？

台商前進東協為何選擇越南的動機？ 

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描述的研究背景及動機，藉由國際投資的理論「OLI 優勢理論」與「母子公司相關理論」作為分析工具，

本研究期望經過分析探討越南投資環境及台商赴越南投資策略能進一步了解，以下是本研究目的分別為：  

1.探討台商選擇赴越南投資的動機 

2.探討台商選擇赴越南投資的區位選擇 

3.探討母子公司之間的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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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從研究主題的背景的吸引本研究的動機及目，因此本研究去蒐集文獻探討，然而從文獻探討建立出研究構面再

來選擇個案研究，也是從文獻探討擬出訪談大綱，再去找專家進行訪談，進一步歸哪與分析訪談結果，最後提出結

論與建議。本論文研究內容結構分成五章為別：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背景及動機與研究目；第二章文獻探討：

探討學者對於企業跨國投資的相關的理論與研究目相關文獻蒐集；第三章研究方法：建立研究的架構與擬定訪談大

綱；第四章分析與結果：進行專家訪進行專家訪再進一步做分析；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依據分析訪談成果提出研究

的結果與建議。 

 

2. 文獻探討 

2.1 企業跨國投資動機與策略相關的定義 

國際企業定義：國際企業指是在許多國行銷、製造業、研究開發、財務投資、行政管理及採購品管，並能取得

國際資源，在海外能獨立營運子公司之跨國企業集團(戴國良- "國際企業管理-精華理論與個案研討"、2 頁) 

國際化動機：指出企業主動走向國際化是基於對機會的掌握和本身優勢的運用獲得國際的資源，可分為：獲得

資源如礦產，原料，人力資源或技術資源土地等；低成本如東南亞國家的勞工、土地成本比較低，成為台商投資之

地國(于卓民 - "國際企業環境與管理"、13 頁) 

2.2 國際投資的理論 

2.2.1 OLI 優勢理論 

OLI 優勢理論： 

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Dunning1996)他認為企業跨國投資之決策必需衝量三種優勢後，再去做策略性的決

策，因為母公司對於遠遠在地主國的子公司各方面，其於是在管理上沒有像在母國公司般那麼容易，為了確保企業

在海外的競爭力，跨國投資企業，必須具備三種優勢「所有權的優勢」(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區位優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內部化優勢」（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為別：1.「所有權的優勢」；指企業跨國

投資必要具備的條件是擁有某些具有價值的能力指財產權、無形資產(如創新能力，累積之經營知識等)及共同管理

優勢。企業以特有的自擁優勢，尋找具有當地優勢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投資；2.「區位優勢」指是地主國擁有一些優

勢條件吸引海外企業來投資，如：地理區優勢，政府之優惠措施，文化相容性高，有消費者潛力，天然資源豐富，

工資低，人工素質高等，然而國際企業必須要選擇對自身最適合的位置進行投資，以及結合當地資源與本身的能力，

提升企業在當地的競爭力優勢；3.「內部化優勢」：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一樣，是企業跨國投資必須要的條件，

因所有市場都存在風險，為了避免外部市場不完全對企業利益的影響，也為了規避風險，母公司將其擁有專屬優勢

加以運用充分發揮到地主國子公司，保持企業在地主國的競爭力優勢。 

理論觀點的相關實證研究： 

林彩敏(2012 年)研究指出企業跨國投資不管是直接投資或合資投資：藉由國際合作獲得國際互補的利益；以海

外子公司的技術移轉，可提高品質，分攤費用，可降低經營成本，建立企業國際生產地，以資源分配大量生產達到

經濟規模化，促進企業在國際上市場的地位。但是以防投資資產損失，避免技術移轉結果，失去國際市場的地位，

母國公必須具備技術優勢而要能夠永遠的保特優勢地位，才能保持企業在地主國的競爭力優勢。 

杜氏芳(2007 年)研究發現台商對於投資國的選擇因素許多，而在東南亞投資地點方面，越南之地吸引台商赴越

南投資主要的因素是：人力豐富與工資成本低廉、人工素質高、天然資源豐富、政府對外投資態度積極、政治穩定、

越南位置離台灣不遠等。然而對於企業本身所有權優勢及內部化優勢，味丹公司在味精的發酵技術已經達到國際標

準，多年的研發經驗，更擁有世界先進得設備與技術經驗累積，於是味丹公司在世界味精的產銷上也經擁有的地位。 

李淑惠(2008)對赴越南投資的復盛公司做訪談研究發現，台商公司赴越南投資主要的因素是：1.工資成本低 2. 

政治上比較穩定 3.地理位置優越，越南有很長的海岸與天然口助於於外銷進出口是很大的方便 4 越南的市場很有

顯力的發展 5.土地取得成本比較低 5.主要還是稅務優惠的吸引。其復盛公司具有跨國投資經驗，也有一套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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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完整的作業系統，另外復盛公司也是一個國際的公司有財務與其他方面都滿健全的 

林沄睿(2006)四家不同產業的台商赴越南投資，進行做訪問研究指出四家台商公司赴越南投資具有所有權的優

勢為別：A 公司的優勢是製造化的技術、全球化服務體系、垂直水平整合、國際行銷組織的優勢；B 公司是品牌隔

離優勢、具成本領導優勢、垂直水平整合、技術創新、服務加值的優勢 ；C 公司品牌知名優勢、具有多年行銷及

通路館展經驗優勢 D 公司累計多年管理體制與大量生產的經驗和技術優勢 

許哲嘉(2006)針對 70 家企業赴越南投資做問卷調查，驗證結果發現台商赴越南投資動機主要考量是市場導向。

其於是在效率導向、資源導向、策略導向，是受於企業本身優勢影響，除了追求利益低成本外，藉由赴越南投資進

行國際化與全球布局的動機更明顯 

2.2.2 母子公司關係的相關理論 

母子公司關係的相關理論： 

Birkinshaw(2001)研究母子公司關係的研究多朝向此一方向發展，發現母子公司之間雖然仍存在組織設計上的

關係，但是國際企業在面對全球的競爭力與因應當地市場的考慮下，使得子公司策略地位的重要性。Birkinshaw 指

出子公司策略的理論可歸類成四種：1.將母子公司視為網絡：Ghoshal and Bartlett(1990)提出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

母子公司是多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網絡，都在網絡中占據一個位子。每位成員都會與其他成員有交換的機會，交換

的內容可能包含產品的上下游關係或資訊，與分為外部環境成員的互動；2.對「子公司發起」過程的看法：對於子

公司發起的概念，Birkinshaw,Hood＆jonsson(1998)學者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第一、子公司的能力有一些自己培

養的，並非完全為母公司所給予，然而並非所有子公司的能力都能回流到母公司或多國公司內部流通，很多的優勢

會受到地理區域的限制；第二、子公司即使擁有不受到地區限制的特殊能力與其他的子公司比較高下，獲得母公司

可認知後，才擁有對母公司有貢獻的特殊能力；3.將母子公司關係視為雇主與受雇者的契約關係：學者的論點：母

子公司的關係雖然是在正式的組織之內，但是子公司經理人的行為的會收到雇用契約影響。該理論認為母子公司之

間若存在資訊不對稱，遠在天邊的母公司雖然有正式的規章來見空子公司，但是母公司對子公司也沒方法完全掌握，

而海外公司還是得以偷懶、怨情。因此母公司必須應用誘因(如子公司經理人的薪酬)來讓子公司積極的表現

(O’Donnell,2000) 例如將子公司經理人的薪酬計畫設計與子公司的策略目標結合，當子公司經理人完成特定目標之

後，其薪酬會因而提升；4. 將母子公司關係或子公司之間的關係視為智識流通究：多國公司的規劃應該強調如何各

子公司的知識存量，並且讓各國子公司適度流通，同時以正式或是非正式機制讓子公司有互動，讓子公司之間有良

好的知識流通管道，使的多國公司在各地子公司得知是漸進的成長。 

母子公司關係的相關理論實證研： 

于卓民(2014 年)指出母子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除了母公司在組織上架構的地位是一為

「母」一為「子」，母子公司之間相當於有交易與交換的關係如資源與知識的流動。然而除了母公司對子公司的利

潤目標與賦予知任務之外，子公司也可有主動爭取資源的機會。 

林彩敏(2012 年)研究指出對海外子公司的管理來說不管是直接投資企業或是合資企業，母公司必須保特技術高

於子公司之技術建立優勢地位，避免技術移轉結果，失去國際市場；必須派海外管理者(包括經營經理者，財務管理

著，技術管理者及行銷管理者)以防子公司的財產與利益損失 

母公司以塑造企業文化與共同的價值觀來管理子公司，若是母公司能夠在子公司之間培養出合作，共同學習的

價值觀，以柔性的管理機制也能降低與子公司之間的對立。( Bartlett and Ghoshal , 1993 ) 

對台灣營運的國際企業而言(即外商子公司)，台灣的子公司經理人應該主動掌握機會，發展被母公司認同的獨

特能力與優勢，這樣才能穩固子公司的地位，若經理人僅依照公司章程和指示行事，則子公司勢必無法創造額外的

貢獻。(于卓民 , 2014 年) 

2.3 越南環境分析： 

2.3.1 越南投資環境優勢 

1.越南人力豐富工資低：越南全國 2018 年平均人口估計為 9466 百萬人(15-64 歲占 69.3%，64 歲以上占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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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 月工資之基本薪胡志明市約 175.83 美元、河內市約 175.83 美元；2.越南地理優勢：越南國家位置東南亞

國家，地形人屬於 S 型，總面積大約 310，060 平方公里。北到南長 1650 公里；北部地面寬 600 公里；中部地面寬

50 公里；南部地面寬 400 公里；海邊長 3260 公里；陸地邊界長 4.550 公里。越南位於國際航線上; 沿海地區，其

是藩切（Phan Thiet）沿岸，有許多深水港口可以全年安全停泊。 胡志明(Tan Son Nhat)機場地理位置優越，位於東

南亞主要城市的首府；3.越南的文化多樣化：越南文化豐富多樣性的國家，接受外國文化的影響第一階段是古代和

中世紀接受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第二階段是 19 世紀到 1945 年接受法國文化；第三階段 1945 年到現在接受到美

國文化與其他國家；4.越南的礦產豐富：石油是國家重要的外匯收入來源，每年開發產量都會增加，這也是吸引了

更多的外國投資的動因之一。 煤炭儲量高，約 36 億噸; 鐵礦數億噸; 北，南，中三地都有生產水泥產量豐富；5.越

南的政治：越南政治發展穩定，對外以促進招商為重要目標，越南已與包括台灣在內之 43 個國家簽訂投資保障協

定，希望降低政治因素對投資之不利影響。 

2.3.2 越南的經濟改革前 (1945-1986) 

根據越南工業和貿易部統計報告從 1976 年到 1985 年，越南社會經濟形勢和人民生活仍面臨諸多困難，糧食，

預算收入和支出不足依賴於外國貸款和援助。社會經濟危機仍然因以下事實而加劇：（1）經濟成長低，沒有發展（2）

由於食物不足，內部經濟沒有積累;國民出入占 80-90％的國民收入(出入大於收入);（3）在 1976 - 1985 年期間惡性

通貨膨脹 

根據越南外貿學院 - 芹苴大學經濟學院 - 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報告越南這個階段是封閉的經濟，集權的官僚制

度，貧窮落後的國家。經濟發展落後和政治不穩定，主要與共同特點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與支持（占對外貿易總

額的 85-90％） 

1985 年底和 1986 年經濟恐慌的嚴重後果，這場危機使得政治意識到改革是一項徹底的改革，在此基礎上，1986

年 12 月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台了改革，在史寫下改造歷史的政策。 

2.3.2 越南經濟改革後發展(1986 - 2017) 

2.3.2.1 越南經濟成長： 

2009 年之前 5 年越南的經濟平均成長率達 7.71%，而 2009 年遭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一度下滑至 5.32%，經

濟成長表現不俗，2010 至 2017 年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6.78%、5.89%、5.03%、5.42%、5.98%、6.68%、6.21%及 6.81%。

越南政府協助國內經濟發展，於 2009 年至 2017 年期間推出多項措施，盼能延緩全球經濟下滑帶來的衝擊。 

表 2-1 越南經濟成長率( 2008 – 2017 ) 

 

表由本研究整理 - 資料來源：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 

2.3.2.2 「越南國外投資法」發展現況： 

1992 年「越南國外投資法」的第二次修法第 2 條允許私營商業機構可以像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擁有權與

外國企業直接合作與第 27 條允許外商值價投資(100％外資)可享受各種優惠像合資公司一樣的優惠，吸引外商投資

增加多倍，促進越南經濟發展的起頭。 

2.3.2.3 越南經貿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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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越南經貿成長率( 2012 – 2017 ) 

 

表由本研究整理 - 資料來源由越南海關總署統計堤共 

根據越南海關統計截至 2017 年，越南在全球擁有 200 多個貿易夥伴，其中 28 個出口市場和 23 個進口市場，

貿易額超過 10 億美元。2017 年越南對外貿易總額為 4,251.22 億美元，出口為 2,140.19 億美元，進口為 2,111.03 億

美元，分別較 2016 年成長 20.98%與 20.98%及 14.03%。主要出口國家中，美國仍係越南最大出口市場(416.08 億

美元)、次為中國 大陸(354.63 億美元)、日本(168.42 億美元)、南韓(148.23 億美元)、及香港(75.83 億美元)等。主

要進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582.29 億美元)、次為南韓(467.34 億美元)、 日本(165.92 億美元)、臺灣(127.07 億美

元)及泰國(104.95 億美元)等 

2.3.2.4.主要的產業發展： 

工業：根據越南統計部，統計 2017 年全年工業生產指數與 2016 年相比將成長 9.4％，遠高於 2016 年的成長

7.4％。在工業，加工業成長 14。5％（六年來成長率最高），占整個行業成長的最大份額達到 10.2 個百分點。截至

2012 年 12 月 1 日，整個製造業和加工業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是多年來最低的庫存水平。2017 年前 11 個

月的製造和加工平均庫存為 65.9％（去年同期：66.1％），從越南進出口統計表(1986-2017)來看，顯然越南高科技產

業在 2010 年才開始萌芽。 

農業：根據越南統計部統計，2017 年總產量為 221.51 萬公頃，比 2016 年加 3.52 萬公頃，其中橡膠總產量為

108.67 萬噸比去年下降 0.2％; 椒辣產量達到 24.45 萬噸，成長 11.6％; 咖啡產量達到 152.97 萬噸，同比增長 4.7％; 

腰果產量達到 210.9 萬噸，下降 30.9％; 茶葉(茶芽)產量達到 104.08 萬噸，同比增長 0.7％ 

服務業：根據越南統計部，統計 2017 年電信行業的營業額估計為 380 萬億越南盾，比 2016 年成長 7.3％，2017

年商品和服務零售總額估計為 3,934.2 萬億越南盾，比上年成長 10.9％。2017 年保險公司總資產估計為 302.9 萬億

越南盾，比 2016 年成長 23.4％ ; 保險公司回歸經濟約 247.8 萬億，成長 26.74％。2017 年支付保險福利的保險公

司總額達到 29.4 萬億越南盾，比 2016 年成長 14.9％。 

2.4 外國企業在越南投資發展 

截至 2017 年 12 月，已經有 125 個國家跨越南投資。根據報政府截至目前 6 月 2018 年，越南已吸引 25,949 投

資件案，投資總額達到 3263 億美元，其中是以直接投(100％)占 84％的項目，投資總額為 1,807 億美元，相當的 56

％於外國投資總額。目前，外商直接投資資本集中在製造業和加工業的 58％，產生 50％的工業產值，石油和天然

氣產業形成與一些電子，電信重要產業有助於經濟發展 

2.5 台灣與越南關係發展 

2.5.1 台灣與越南經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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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台灣對越南經貿成長率( 2012 – 2017 

 

表由本研究整理 -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堤共 

2017 年越南與台灣國貿易總額為 152.82 億美元，進口總額為 31.2 億美元 出口總額為 105.0 億美元，較 2016 

年同期成長 10.80%與 13.6%及 10%，累計越南對台灣國貿易逆差為 101.33 億美元，比 2016 年同期成長 13.2%。

台灣為越南第 5 大貿易夥伴(排在前是中國大陸、南韓、 美國、日本)，而台灣也是為越南第 18 大出口市場與第 4

大進口來源國（排在前是中國大陸、 南韓及日本）。台灣從越南進口之主要項目是鞋類、紡織成衣類、家具類、農

產品為主，上述產業亦係是台灣在越南投資之主要項目。2017 年越南從台灣主要進口項目為：成衣紡織品原料、機

器設備及零組件、燃 油料、鋼鐵，以及塑膠原料等。而越南出口至台灣主要項目為：各類成衣及紡織品、稻米、

水產品、橡膠、 機械設備及零配件、紙類及紙品、木材及木製品，以及鞋類等 

2.5.2 台灣在越南投資發展 

表 2 - 4 台商在越南投資成長率(2010 – 2017 ) 

 

表由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 

2.5.2.1 台商赴越南投資動機： 

越南地理位置接近臺灣每日至少約有 5 至 10 個飛機航班往來臺灣與越南間，產業技術人員及重要零配件之

調度容易；越南文化與臺灣相近，亦有農曆春節、中秋節等，重視傳統孝道及家庭觀念；越南治安相對良好：越南

持械搶劫及擄人勒索等案件尚未聽聞；越南人力素質尚可且工資低廉；越南人民（尤其女性）勤奮，識字率高且易 

接受訓練，越南之工資成本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仍屬合理。 

2.5.2.2 台商赴越南投資發展： 

根據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截至 2017 年底止，台商在越投資金額約為 309.09 億美元，案件共 2,534 件，

投資金額排名第 4 位。從事經營活動，長期居住在越南的台商估計超過 4,600 家，超過 80,000 人。但台商有許多

是透過第 3 國名義投資，如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估計台商實際在越投資金額應有 500 億美金以上 

2.5.2.3 台商赴越南投資產業現況： 

根據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商在越南投資之產業，主要為成衣紡織業、鞋業、食品、農產品、金屬機

械 業、金融、橡塑膠業、汽機車零組件、電機設備、土木營造、紙器包裝及家具業。近年來台商在越南投資件數

仍在增加，台商很多家上市公司如臺塑集團、中鋼集團、東元集團、遠東新世紀、仁寶集團及鴻海集團等…以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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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資之發展。台商在越南的南部地區投資占台商在越南投資總額超過 50%，主要聚集在河靜省、胡志明市、同奈

省、平陽省、頭頓省及隆安省六大區域，然而製鞋業、紡織業、自行車業、機車業、木製家具業等 勞力密集產業，

在越南南部地區已形成上下游之產業聚 

 

地圖由 Google 提共 – 圖片由本研究整理，資料來源：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 

2.6 個案產業簡介 

2.6.1 生技機業 

自 1986 年以來生技業是國家投入重要科學技術計劃之一，如農業生物技術計劃從 1991 年至 2005 年有三個生

物技術計劃，但是過去的 20 年，數千億美元投入幾乎沒有關於這些生物技術項目可收到成果。自 2018 年 2 月，總

理確定科學，技術和創新科學院的職能，任務和組織結構，發布了法令 08/2018/QD-TTg 號，決定規範科學，技術

和創新科學院的職能，任務，權力和組織結構由科技部建立。法令該決定，該研究所名稱為：越南科學技術與創新

研究所（VISTI）。VISTI 是科技部下屬的公共科研究機構，技術和創新的職能;碩士和博士學位培訓;認可的專業管

理科學，技術和創新;支持創新和啟動;諮詢和提供科學和技術服務。目的促進越南生物技術在未來發展，制定 2020

年生物技術發展戰略;推動科技企業和技術市場的發展;鼓勵對外企業生物技術的投資。 

2.6.2 橡膠業： 

越南橡膠行業出口總營業額的貢獻不僅來自天然橡膠材料，還來自加工業的橡膠和橡膠木製品，2016 年達到

48.47 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營業額的 2.7％，於 2017 年將超過 50 億美元。 

近年來，來自鄰國的橡膠進口幫助越南增加了出口能力。2017 年塑料原料進口量達到 491 萬噸，價值 73.2 億美元，

比上年成長 16.8％。2017 年越南進口塑料原料市場主要包括：韓國 14.3 億美元，成長 19.3％;台灣 10.6 億美元，成

長 12.1％;... 

 

 

 

台商在越南投資的地域累計比率(198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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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從研究主題的背景吸引本研究的動機及目，因此本研究去蒐集文獻探討，然而從文獻探討建立出研究構面再來

選擇個案研究，也是從文獻探討擬出訪談大綱，再去找專家進行訪談，進一步歸哪與分析訪談結果，最後提出結論

與建議。本論文研究內容結構分成五章為別：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分析與結果；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從 OLI 優勢理論與母子關係相關理論關點針對個案研究企業跨國投資策實際狀況探討分析，從個案

企業跨國投資策略定位有三個議題相關的情形探討分析研究。個案企業研究對於該地主國的區位優勢影響吸引企業

跨國投的動機進行分析，與企業所有權的優勢影響，如何區位選擇進行分析，接著是探討企業如何採用哪種母子公

司關係角色搬演提升子公司的資源貢獻進行分析，最後綜合分析結果以企業跨國策略的活動可達到研究目的。 

3.2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的定義：黃政傑(1996)認為質化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自然情境中進行的社會生活的技術，採用觀察以

深度訪談，透過受訪者(專家)親身經驗的說法與歷史資料做佐證，其文獻資料做比對，進一步分析研究 (李淑惠.2008) 

個案研究法特性：優點：在深度性上個案研究指是針對少量的事物的情況，專精在於個案的發生事件情況，進

行深度研究，因此具有整體性與深度；在動態性上個案研究指是會考慮到時間因子，因此對於掌握環境複雜變動及

因果關係有所幫助或貢獻(張乃文.2013)。缺點：個案研究法並非量化研究結果，沒有統計大量的樣本性，而是研究

者主觀的意識，因此以用少量的樣本性難以說服他人理論的適用性(張乃文.2013)。 

3.3 個案選擇 

本研究只從文獻探討整理與歸納出研究架構，用以分析企業跨國投資策略的活動，並由分析個案企業 A 公司

個案與 B 公司個案，驗證分析研究架構的可靠性更活化。研究過程主要是分析企業從投資動機，到執行區位選擇，

跨國投資的動機 

跨國投資區位選擇 

跨國投資策略的定位 

取得國際資源 

 

吸引 

擬訂 

執行 

產生 

企業跨國投資策略分析模型 

分析工具 
分析流程 

 母子公司關係相關的理論 

 

OLI 

優勢

理論 

 

 

 

所有權優勢(O) 

(企業本身) 

區位優勢(L) 

(海外地國) 

內部化優勢(I) 

(企業本身) 

圖 3-1 研究架構 

企業 

(產業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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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採取何種母子公司之間關係，建立企業跨國投策略的活動。本研究的議題並不是根據操作定義的量化發展，相反

是在實際複雜的情境中尋找建立形成的概念，是於本研究採用描述性的個案研究法來進行分析研究 

3.3.1 A 公司 Hiponint 台灣海博特股分有限公司簡介 

歷史沿革： 1984 年 A 公司成立，專業領域以代理和行銷實驗室耗材、機器、設備。1993 年第一間子公司成

立，專業領域以恆溫恆濕設備植物(在設備美國實驗室大廠 OEM/ODM) ；2002 年第二間子公司成立，專業領域以

實驗室規劃、設計、施工；2013 年越南子公司成立，專業領域以實驗室規劃、設計、施工(A 公司集團業務) 

經營理念：“ 誠心、效率、創新”的理念，以國際最新潮流與最高水準為準繩，政力於打造世界一流的實驗室。 

A 公司是由張總經理在 1984 年所創立，以引進了歐美先進安全的科技產品，供應台灣的研究人員使用，更利

用了與學術研究單位良好的互信關係，投入生產創造領域，施作了多年間在領域上以達到最佳的代表性的專業實驗

室，工程品質獲得了使用者的高度肯定。 

 

圖 3-1 台灣海博特股分有限公司的經營理念 

圖片由台灣海博特股分有限公司網頁提供 

3.3.2  B 公司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67 年，前身為春發橡膠廠，2000 年更名為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再

度增資至 7 仟 5 百萬元。2012 年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多年的生產橡膠經驗與技術創新和研發，赴越南同奈

省進行投資 

營業項目：橡膠及 PU 滾輪、PU 刮刀、橡膠式平交道版、軌道防震橡膠墊、無道碴軌道材料、彈性基版、鋼軌

墊片、支承墊、防舷材、履帶總成、承載輪、耐磨橡膠陶瓷、充氣式碰墊、合成枕木、回程滾輪。 

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致力橡、塑膠產品的技術創新和研發，1987 年開發 PU 生產技術，1999 年增設 PU 自

動灌注機生產線，歷經四十五年淬鍊的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路走來堅持「客戶滿意」、「效能最高」、「品質領

先」、「服務至上」、「永續經營」和「積極進取」的六大經營理念，在生產管理及客戶經營各方面，採取專業分工、

分層負責的方式，在全體員工各司其職，共同努力精進下，造就今日輝煌的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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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春發公司產品與生產線，圖片來源從 B 公司網頁提共-本研究整理 

3.4 收集資料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收集次級資料相關主題研究，如國內外的理論、專書、期刊、論文、官方、資料等…由於有

關個案本身的公開資訊及企業策略活動涵蓋範圍，本研究從涵蓋不同的領或與時代大範圍素材中進行尋找，使用次

級資料分析方式，次級資料是探討本研究議題時，所得到補左唯一資料。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探討越南投資環境

狀況，了解台商前進行投資越南的動機及策略，透過歷史資料探討分析找出事實的真相。 

3.5 分析工具 

從理論觀點角度切入訪談兩位專家，A 公司張總經理與春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趙協理及結合有關公司所蒐集到

的資料，整理歸納與分析可達到研究目的 

OLI 優勢理論：1.區位優勢：以個案企業赴越南投資的實際狀況，從理論"區位優勢"觀點角度切入訪談以個案

企業當時跨越南投資的動機，結合分析探討越南投資環境在時間區段中具備哪些優勢條件來吸引企業擬定赴越南投

策略的定位；2.所有權優勢：以個案企業赴越南投資的實際狀況，從理論"所有權優勢"觀點角度切入訪談以個案企

業赴越南投資當時如何執行區位選擇，結合分析探討在不同的產業赴越南投資環境吸引下，個案企業本身必須具備

哪些優勢條件去執行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投資位置；3. 內部化優勢：以個案企業赴越南投資的實際狀況，從理論"內

部化優勢"觀點角度切入訪談以個案企業赴越南投資當時如何發揮企業專屬優勢加以運用充分發揮到地主國子公司，

獲得策略性利益,保持企業在地主國的競爭力優勢 

母子公司關係：以個案企業赴越南投資的實際狀況，從理論"母子公司關係的相關的理論"觀點角度切入訪談個

案企業選擇哪種母子公司之間關係管理，結合分析探討企業如何採用母子公司角色扮演關係提升子公司的資源與利

潤貢獻，促進母國企業可獲得國際資源提升的產業競爭利，而以不同的產業是否有不同的選擇母子公司之間關係管

理。 

3.6 訪談大綱 

命題一：探討台商選擇到越南投資的動機： 

Q1、當時貴公司選擇跨越南投資是因為它吸引您那些因素呢？ 

Q2、越南政府有方面如何？ 

Q3、越南政府有做哪些優惠的動作的優惠？ 

Q4、越南生活文化方面呢？  

Q5、那邊的內銷市場如何？越南人購買力如何？ 

命題二：探討台商赴越南投資區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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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選擇河內(同奈省鄰近胡志明)重要的因素？ 

Q2、如何運用當地的天然資源與優勢？ 

Q3、如貴公司選擇的位置對於內外銷進出口方面如何？ 

Q4、從開始投資到現在生產與經營模式是照台灣的方式或是做怎麼樣的修補？ 

三、 命題三：探討母子公司之間的角色扮演 

Q1、在管理方面，在派遣人員過去都會遇到那些問題？ 

Q2、貴公司採用越南員工最高是做到什麼方面的階級？ 

Q3、如任用越南籍主管最大的好處是什麼？是會有遇到什麼困擾的嗎？ 

Q4、越南籍主管在能力上跟台灣籍主管有什麼差別？ 

Q5、從開始投資到現在管理模式是照台灣的方式或是做怎麼樣的修補？ 

Q6、從開始投資到現在管理上有遇到甚麼問題嗎？ 

Q7、在管理上貴公司採用哪種溝通方式來提升海外經理人的表現有相當的貢獻？ 

Q8、貴公司所提供怎麼樣的福利來提升海外經理人有貢獻的表現？ 

3.7 研究限制 

因應特定研究議題而蒐集資料，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與補充研究分析的議題，但初級資料是由前者通過研

究所得到的結果，而當初研究的過程是我們無法得知有效控制的，所以確定性與誤差程度，我們也無法確定。 

從 2007 年加入 WTO 組織後，隨然越南經濟上開放有透明化，但是國家管理制度在本體上，越南是共產主義

的國家，當然還是有集權的官僚制度，所以有關越南國家的資訊在國際上很有限，不容易蒐集到。因此專門針對赴

越南投資發展狀況等相關文獻並不多，其越南投資環境近年來發展相當快已經走到另個樣貌，且有些研究文獻時間

上過久就不能夠對比，然而近年來的研究文獻有關本研究議題又非常少，導致本研究蒐集到的文獻探討也有限。 

 

4. 個案公司投資策略分析 

4.1 赴越南投資進入模式 

A 公司：初起赴越南投資人地不熟，其於與政府關係方面更是無門，如何建立顧客？為了避免風險以及能順利

建立顧客，A 公司只好選擇合資聯營方式，A 公司 40%越南方公司夥伴占 60%。A 公司讓越南方公司夥伴占 60% 

是為了保留越南方公司的名義，可得到政府的保護。 

B 公司：赴越南投資是採取百分百獨資方式。企業採取完全所有子公司是不使公司技術、管理等機密外洩，策

略一政的需求。採取完全所有子公司的優點是投資利潤由母公司統一控制、調配使用，缺點是比較不容易地到當地

人盡力合作 (林彩敏，2012) 

4.2 赴越南投資命題討論 

4.2.1 赴越南投資動機 

建立長期夥伴的關係 – 供應鏈：東協之都越南／越南投資吸引力中鋼味丹搶先機，初期赴越南投資中鋼集團

需求下游廠商包括 B 公司在內，來協助中鋼在越南能建起，運轉順利，立足東協、進軍全球的前排門票，2009 年

中鋼集團赴越南投資，隨後 2012 年 B 公司也選擇赴越南投資為了建立長期夥伴-供應練，形成上下游之產業聚集的

關係，這就是 B 公司選擇赴越南投資最主要的動機“當初中國鋼鐵他去越南投資的時候，他也必需要有一些供應商

來協助他來運轉的順利，所以中國鋼鐵他要去投資的時候他要有一些供應商，所以因緣機會之下也跟了他們過去那

邊…再來就是那邊的紡織一個製廠，集中的地方，紡織廠，鋼鐵廠都集中在那邊…所以你不得選擇不去那邊” (趙協

理)。然而，台灣中國鋼鐵赴越南投資對 A 公司下游廠商也一樣受到影響“我現在還在想頭頓，是為什麼呢，是我們

中國鋼鐵公司她們有去頭頓設工廠就在那邊，他很大工廠就在那邊，因為我做這個行業我要用到很多的鋼板，所以

如果我去到那邊可以跟他聚集一個地方” (張總經理) 

越南的地理優勢 - 進運東協市場：天賦予越南國家的地理位置很優越。越南地形是個 S 型跨越很多國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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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泰國，柬埔寨，中國，再加上海邊長達 3260 公里跨越東海與太平洋，有許多深水港口可以全年安全停泊，

特別是越南位於國際航線上，胡志明(Tan Son Nhat)機場地理位置優越，胡志明市位於東南亞主要城市的首府。赴越

南投資想要藉由越南做為營業據點以供應到周圍國家如柬埔寨，緬甸、寮國等國家，等於東協市場及國際市場。因

此越南的地理位置優勢是 A 公司要赴越南投資最主要的動機。“我到處覺得越南跨越很多國家，妳看寮國，泰國…，

柬埔寨啊，(看 goo 圖)在這裡有幾億人口在這邊…沒有錯，由於是以後東協這個市場我們要做”(張總經理) 

越南市場的潛力：越南國家不只是土地長而人也多，哪裡有人哪裡就有商機，越南將近一億人口比台灣總人口

四倍多，而它還是個未飽和的市場，這就是迷人的市場吸引不少國外企業包括 A 公司與 B 公司赴越南投資主要動

機。“到越南如果在越南設一個廠，它要存活沒有那麼困難，它有整個那麼大的 makit 可以供應”(張總經理)；“市場

才是重點阿…台灣有 2300 灣人，越南有 9 千多萬人，當然是台灣的四倍多，那麼多人，那同樣的東西這種民生必

需品，機器也好，他的消耗才也好，他是一個很可觀，不管怎麼樣他就是一個商機嗎。當然可能是國籍方面或是說

他對品牌認知就是國習文化的差異，但是他就是有哪麼大的市場那就是才是企業要去投資最重要的因素” (趙協理)。 

人力豐富薪資低與人工素質不錯：越南總人口九千多萬人，代表不只是消費市場的潛力也是代表人力很豐富，

再加上越南工資在東南亞國家比較目前不高還可以。在企業界都追求高利潤低成本，A 公司及 B 公司也不例外。

“然後還有就是人力，人資成本比較低，我想這個是很現實的，就是我們台灣為什麼我們跑到越南設廠，去那邊開

公司，去那邊做因為越南人力成本還是比較低一點，那是當時阿“(張總經理)；“當初要去大陸投資因為大陸薪資低

嗎，然後大陸薪資高的時候大家又跑到越南，越南現在就是相大陸一樣薪資越來越高，高到受不了就跑掉了，都是

一樣到那時就會跑到印度或是印尼了，就是跑到薪資低的地方去了“(趙協理) 

文化相容性高：越南與台灣文化相容性高，有影響到法國文化素質不錯，這點也會吸引 A 公司赴越南投資的

動機不小，“選擇越南其實除了人跟文化習性以外還有我們看到越南在東協裡面還算不錯的一個基礎，因為以前它

經過法國的統治留下來基本的條件還可以”。(張總經理)。但是，趙協理認為“不同的國家本來就有差異的存在了喔。…

但是在管理上它並不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你並要去融合它，去適應它。“(趙協理)，因此在文化上的差異對 B 公

司赴越南投資的動機影響非常小。 

政府方面優惠：1992 年外資投資法修改之後越南政府大力招商，提供很多的優惠給外國企業如土地租金優惠，

稅金優惠等…但是張總經理與趙協理都認為政府這些優惠只是暫時性，也是會更中國過去是一樣的，只是優惠在前

頭而已。總之越南政府提供優惠對於 A 公司及 B 公司赴越南投影響不大，不是主要的因素。“那之於政府優惠減免

稅金這方面的條件，我認為在東南亞國地區大部分都是一樣，在中國當時大家過去也是一樣，前面當然給你減免稅，

過來過五年就給你調到減免稅 50%，在東南亞國家都是一樣的條件…我認為做產品可能還是自己的實力比較重要，

因為產品都是一直在進步嗎。“(張總經理)；“那個稅金的優惠，這個部分其實只要是不差太多，基本上不是影響的

重點。因為如果你想要去投資除非是他的投資環境很差，除非政府那個，優惠就算是他要賺那個優惠，你還是要去

投資阿，因為你的終點不是看到他的優惠，你看到就是他的商機”(趙協理)。 

天然資源優勢一原料在地化：A 公司赴越南投資處於貿易模式所以越南的天然資源優勢方面對於 A 公司不影

響，但是對於 B 公司就有很大部分影響。“橡膠在越南它本身也有生產…目前還沒達到像台灣一個目前之於標準行

業達到”，可是趙協理在原料選擇上希望能本土化，由越南當的來提供可節省成本，“越南橡膠如果它一個品質 OK

的話當然可以引用了…優勢是當然是價錢比較低的一點” (趙協理) 

4.2.2 區位選擇 

A 選擇越南：以國際最新潮流與最高水準為準繩，政力創造世界一流的實驗室的經營理念，對海外投資開始積

極政力於越南進軍東協市場，立足東協。“那以它的位置來說我們要擴展東協，因為我們要加入東協是有困難，因

為有一個中國在那邊所以我們要加入一定有困難的，所以我們想說利用越南作為東協這樣的一個，它可以供應不只

是越南，而可以它可以供應到周圍國家如柬埔寨，緬甸、寮國，所以我覺得不錯啊，就是這個部分。”(張總經理) 

B 選擇越南：台灣主流大廠紛紛赴越南投資，以產業科技供應鏈必續的相應客戶的需求變動，基於服務顧客的

需求，B 公司上下游廠商是中鋼集團與多數台灣紡織業已經赴越南投資，因相應上下游之產業聚集的關係 B 公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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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選擇赴越南進行投資。“我們就跟了中國鋼鐵過去到那邊去設廠…就是供應鏈的概念。然後除了鋼鐵廠以外他還

有其他產，還有紡織廠，還有就是他的商機很多…當然還有其他的供應商，其他的客戶你可以去開發新的客戶，哪

你的業績可以越多越大，大概就是這樣的原因。” (趙協理) 

A 選擇越南河內首都：赴越南投資屬於貿易行的模式，賣的商品主要是給政府單位，所以需要收集更多訊息從

政府單位才能找機會交易。特別是越南是國家是一黨獨大，官僚機制集權，而越南政府中央就在越南的河內首都，

張總經理認為他必要選擇越南河內進行投資才有機會發展。“我到河內設是有一個好的優點，因為河內它是首都，

很多政府單位都在那邊有一些政府要買什麼東西的訊息都在河內就會比較多…我們在做貿易的時候，我們就是要靠

近政府這個單位，比如說教育部，還有一些環保…是這些單位，因為我們的設備跟這個比較相近，所以我們到那邊

才有機會”(張總經理) 

 

圖 4-1 A 公司在越南投資的地域 

圖片由 google 網頁提共及資料來源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 

B 公司選擇越南同奈省：因相應上下游之產業聚集的關係 B 公司必須選擇赴越南進行投資。選擇同奈進行投資

主要的因素是建立長期夥伴的關係- 供應鏈，協助中鋼集團在越南初起運轉順利，其，B 公司下游之產業「台灣紡

織業」都聚在河靜省、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陽省、頭頓省及隆安省六大區域 ,且同奈省位置於五大區域的中心，

從同奈出發去找周為客戶也比較方便“同奈的話它有個仁者工業區左右那邊都市一些大型的一個台製的廠商，再來

就是那邊的紡織一個製廠，集中的地方，紡織廠，鋼鐵廠都集中在那邊，…所以你必須選擇你的客戶在哪裡，它集

中在哪裡，要離它最近的地方，所以同奈哪個地方它滿早發展的一個，它說是一個台製啟業或是說我們一標地的一

個客戶就在那邊啊，所以你不得選擇不去那邊，還有在交通上可說在未來那個業績的發展上會更收短衣些距離，然

後會增加一些便利性” (趙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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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B 公司在越南投資的地域 

圖片由 google 網頁提共及資料來源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 

4.2.3 母子公司關係角色搬演 

4.1.1.1 A 母子公司關係角色搬演 

在管理上初起也遇到不少的困擾，剛開始要培訓越南籍主管，培養到很高階就會常遇到被挖腳的人，但是用外

派主管到越南又是語言不通的困擾而且成本也高。“剛開始我們會培養到很高階的人…訓練到某個能力程度，工作

能力都不錯，都可以溝通，結果呢…被挖腳去了“(張總經理)。因此透過契約設計來改善子公司管理的方式，將子公

司經理人的薪酬計劃設計與子公司的策略目標結合，創造出最高的經營績效使得獲利。如越南子公司專業經理人完

成與達到母公司所給的目標，母公司會撥出來 20% 賞給專業經理人的獎勵，剩餘的以股東比例去分，“我們講好是

把我們賺到的錢拿出來 20% 當給她的獎勵，然後剩餘較的股東比例去分“(張總經理)。其張總經理認為子公司與母

公司各都有占很重要的位置，越南子公司由越南夥伴經理人全負責營運管理，母公司負責提供技術“算是大家分工

合作”。 越南子公司負責接訂單與實施，台灣 A 公司負責提供技術，雙方幾年來合作滿順利的。在訪談過程中張總

經理提到雙方分工合作的關係帶著滿面笑容，十分滿意。母子公司之間的角色扮演也是雙方分工合作互相給予信任。

“管理是我的夥伴那邊她在管理的…技術方面還是來自我們台灣的，我負責這個部分，算是大家分工合作” (張總

經理) 

4.2.3.2  B 母子公司關係角色搬演 

“在管理上遇到問題大該就是說他們本身的越南主管去管越南的員工的話他們會詩鄉說說，他們也會講一套做

一套。所以在基本上還是有一個隔閡在啊…在基本上忠誠度也是不夠啊，對工作熱誠也沒有那麼好，本來就是現天

上一個差異。我們聊解之後看怎麼去緩圖這這個問題“(趙協理)。目前 B 公司越南子公司約 70-80 位員工母公司只

有派一位台灣人到越南當總管，其主管從低階級到高階級的主管全都採用越南籍擔任主管，而所有越南籍的主管如

要升級擔任主管職位前必須來台灣母公司做個訓練過才能回到子公司擔任主管職位工作，“主管全部都要來台灣受

訓過了拉，而不是在自己地方就上手了，就是要來台灣做過就是對了” (趙協理) 。基本上越南籍主管在能力上跟台

籍的主管有比較落差一點，可克服的“差一點阿。我有給他們來台灣受訓過了拉，所以還不錯啊” (趙協理)，但是在

忠誠度上要去克服他就比較困難了一點，“你今天是哪裡薪水高一點他就往那邊走了，他就不會去管你這邊怎麼樣，

他要求加薪，如果你沒有加薪他就走人了”， 更不是“你就讓他來受訓就好，受訓只是技術上提升，可是他的人

還是一樣對不對，忠誠度不好就是不好，他也不會是來這邊受訓就會變，技術變好忠誠度就會變好。忠誠度變好如

果你給他錢多一點他就會變好。”(趙協理)。隨然是越南籍主管在能力上及忠誠度上跟台籍的主管有比較落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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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B 公司全採用越南籍高階主管這樣的做法，一來是可以台灣管理模式去套用營運管理，從母公司到子公司的管

理與技術是一政性，二來是可以節省成本及提高效能，因為請一位台灣主管外派到越南，母公司要付的薪水可以當

地請三位越南籍的主管，不只是省成本而工作績效也比較好，因為給予自己人來管理自己人也比較好管理，特別是

越南人比較會崇拜自己人英雄及相信自己人，“讓他去管他們人比較好管,我們台灣人去管他們人當然不好管阿。” 

(趙協理)，然而母公司扮演雇主的關係提供技術及“薪資阿，還有獎金阿，因為他們很喜歡錢賺得多嗎。嘿阿，就

給獎金阿” (趙協理)。 

4.3 國際投里論個案實證研究 

4.3.1 OLI 優勢理論 

探討 A 公司與 B 公司赴越南投資策略實證研究發現：進年來在大環境的變化，東協國家紛紛加入區域組織，

加上中國投資環境不利，東協成為台商出口不得不去的選擇。同時越南投資環境具備許多優勢的條件如：地利優勢、

市場潛力、人力豐富工資低、文化相容性高、天然資源豐富等因素，吸引外商及台商企業選擇前進越南進行投資。

但是對於台商企業除了越南本身具備許多優勢的條件因素以外，台灣的大廠赴越南投資對於台灣企業很多都受到影

響，台商企業因為上下游產業與顧客聚集因素必須選擇赴越南進行投資。 

然而 A 公司及 B 公司本身具有 30 到 40 多年的經營有很深厚的管理經驗及技術優勢。以維特技術發展及管理

永續經營，必須對外投資，尋找東協延伸之地，越南投資環境優越，是台商上下游產業聚集的國度，因此 A 公司為

了想先機，立足東協進運全球，選擇越南特別是越南河內首都進行投資。而 B 以產業上下游廠上顧客聚集「客戶滿

意」、「服務至上」，必須選擇越南其於是越南同奈省進行投資。 

總之整體參照該理論觀點大部分符合。 

4.3.2  母子公司關係相關的理論實證研究 

4.3.2.1 A 公司母子公司角色扮演 

越南子公司從中低高階主管到員工全都採用越南留學生與的越南移工曾經在母台灣 A 公司工作與訓練過，所

以在管理基本上也順利，語言不通的問題並不大。母公司負責提供技術越南子公司負責群找顧客與建立客戶，母子

公司除了互相信任分工合作，張總認為母子公司之間個都有占很重要的位置。而母公司沒任何台灣外派主管監督子

公司，母子公司之間也有做個契約關係，以從子公司的營業利潤撥出 20%當獎勵金來鼓勵子公司專業敬禮人的積極

表現的態度。 

4.3.2.2 B 公司母子公司角色扮演 

越南子公司與台灣母公司在管理方面因語言不同在溝通上是所遇到的困難，導致主要資訊傳播有時難免不對

稱。因此母公司採取專業經理人的制度來管控越南子公司，台灣母公司負責提供技術與資金給越南子公司，然而母

子公司做一個契約，子公司專業經理人要把子公司經營績效達到母公司所給的目標，專業經理人就會領到獎勵金，

而反過來若專業經理人沒把子公司經營績效達到母公司所給的目標也會被扣錢。“他們很喜歡錢賺得多嗎，就給獎

金阿，然後如果做不好就扣錢阿，只有獎金才有用其他都沒有用的，你跟他抹抹頭，跟他鼓勵都沒有用，獎金是最

有用的” (趙協理)。子公司高階主管全才用越南籍但任主管只有一位台灣外派總管，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做為契約

關係，母公司負責提供技術與資金給予子公司經理人去達成母公所定的營業目標，以獎金做為鼓勵子公司經理人積

極的表現。 

總之 B 公司與 A 公司赴越南投資對於越南子公司都是因為語言不同，為了避免存在資訊不對稱及降低投資成

本，採取專業經理人而將子公司經理人的薪酬計畫設計與子公司的策略目標結合。參照理論觀點相當符合第三種策

略 “將子公司的關係視為雇主與受雇者的契約關係 ”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越南南投資環境吸引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的動機，最主要的因素是「市場的潛力」為第一，「人力豐富工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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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二，第三是「地理位置優勢」，其因素「天然資源豐富」，「文化相容性高 」也會吸引影響投資策略。然而「政

府之優惠措施」對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影響很小之於不會影響投資者赴越南投資的決策。隨然參照該理論觀點相當

符合，但是研究其外發現越南投資環境本身具備很多優勢的條件吸引海外企業來越南投資是一種“拉力動機”而已，

這個拉力如果沒有“推力動機”助力也沒辦法起動，。從文獻參考所發現越南投資環境大幅變動成長時都與大陸投資

環境惡化同時發生，顯然越南的投資環境“拉力動機”如果有受到大陸的的投資環境“推力動機”就會大幅變動與高束

成長。如 2007 年大陸投資環境惡化，大陸推動新勞動合同法、取消出口退稅等新政策，根據越南工業與貿易部統

計 2007 年外商投資達到 203 億美元，創下了 20 年來的創新紀錄，比 1996 年成長了十倍多。再來是“中美貿易戰”

讓大陸投資環境已經惡化再更惡化，這次大陸的“推力動機”推動越南投資環境繼續成長極大化。 

其，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的動機最主要的因素顯然是：「越南人力豐富工資低」。如『鋒明集團董事長蔡文瑞娓

娓道來，如果設一個廠要聘用 1000 個作業員工，越南平均月薪台幣 5500 元，台灣 3 萬元，一差就是 5.5 倍，全廠

一年含年終的薪資，台越勞工成本，一差 3.18 億元，「請問，你要去哪裡設廠？』(遠見雜，2016.10.27) 。但是隨

著 2018 年中美貿易戰愈打愈激烈，越南投資環境飛躍成長，越南基本薪資不僅年年調整，2018 年投保薪資也從底

薪變成全薪，過去上班族投保金額約 5286 元台幣，現已增至約 1 萬 573 元台幣。 

然而從個案研究得知對於越南「政府之優惠措施」對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影響很小，但是從文獻探討來看越南

「政府方面」是對國外企業赴越南投資是影響非常大的。如越南政府大力招商以及對外招商為重要目標，越南已與

43 個國家簽訂投資保障協定包括台灣在內，希望降低政治因素對投資之不利影響，全力推動產業升級，加上放寬

外匯管制，越南政府積極加入相當多的國際組織，創造越南投資環境優勢。“再看關稅，東協共同體正式成立，和

世界各國又有優惠關稅，越南和許多國家貿易關稅是 0％，而台灣外銷就是要 20％，「同樣的產品，一貴貴了兩成，

請問，你向誰買？」”(遠見，2016.10.27) 

2006 一 2016 年，大陸騰籠換鳥，同時開始反傾銷，東協進行區域整合，內需擴大，在品牌客戶要求下，東協

是台商視為內需市場的延伸地。再加上台灣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瓶頸，就是市場太小。少子化更讓市場萎縮。東協十

國逼近 6.3 億人口，GDP 2014 年達 2.57 兆，成為全球第七大經濟體。後勁十足的它，預估到 2030 年，甚至將躋身

為第四大經濟體。面對越南這個國際新秀，台灣是不容忽略的，只要打進越南國家，就擁有十個國家，甚至全世界！。

本身都具備很深厚的經營與管理經驗的台商，一路走來堅持品質領先、技術領先優勢、永續經營，為經營的目標。

前進越南會去尋找越南當地區位優勢符合企業產業性進行投資，促進企業面對全球性的競爭與挑戰，可穩固企業在

越南的競爭力。 

研究也發現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在管理方面，第一方面是語言不同帶來困優，第二面是為了節省成本，在管理

上企業會採取專業經理人的制度，將越南子公司經理人的薪酬計畫設計與子公司的策略目標，因此越南子公司經理

人會受到台灣母公司的契約影響，當越南子公司經理人完成母公司指定的目標之後，經理人除了得到獎金，薪酬因

此提升。 

5.2 建議： 

5 2.1 實務界 

第一點，越南人力豐富工資低是吸引企業赴越南投資最主要的動機之一。但是在東南亞國家中比較越南經濟發

展最快的國家，隨著國家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薪資也一定會跟著往上升，因此企業投資成本很快就提高，

因此企業必須要估計好投資成本與成本分析可避免投資回本期會拖長時間會影響或是失去企業的競爭力。 

第二點，越南的市場的潛力是吸引企業赴越南投資最主要的動機之二。但是越南市場大部分商品銷售成長率不

只是快而是不斷的成長，所以產品生命週期容易被縮短。隨然越南市場是未飽和的市場但是它是個國際經爭的市場，

目前有數十國家赴越南投資與競爭。因此企業必須要有經濟規模優勢、技術優勢之上、產品差異與獨特性等，才能

保特以穩固企業在越南的競爭力以及提升企業的國際經爭利 

第三點，為了將低投資成本，現代台灣企業對於越南子公司策略從中高階主管全雇用越南籍主管。但是要特別

留意以避免技術移轉到最後失去國際市場；必須派海外管理者以防子公司的財產與利益損失。隨然在文化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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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但是可以柔性的管理機制，與子公司共同學習的價值觀也能降低與子公司之間的對立，創造價值極大化。 

第四點，隨然個案研究所得知「政府之優惠措施」對台灣企業赴越南投資影響很小，但是政府的歡迎的態度也

很重要，政府的策略對企業影響非常大，企業要有所留意避免受牽連付出慘痛代價如 513 事件。 

5.2.2 研究後續者 

本研究因時間及資源的限制，研究對象以台商投資越南為主，只是藉由個案企業赴越南投資策略探討研究，所

得知以訪談方式即個案背景最為佐證，再加上研究個案樣本太小，因此很難達到完善的研究結果，更是無法作為研

究議題完整的代表性。 

建議後須研究者如果有時間及資源上允許可進行廣大研究，針對不同地區或國家及針對不同產業別探討，以個

案公司樣本極大化，可研究達到盡善盡美，彌補本研究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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