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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zero.

本計畫探討國外跨國企業到本國直接
投資時，本國政府應如何對外籍最終財廠商
採取「本地成份要求」政策，以保護本國中
間財產業及促使中間財產業技術提升。就最
適政策而言，在本國政府未對本國最終財廠
商採取本地成份要求的情況下，本國政府對
外籍最終財廠商的最適的本地成份要求應
該是百分之百。在本國政府對本國最終財廠
商無法自國外購得中間財的情況下，若在本
國最終財市場規模很大或是本國中間財的
生產成本很小時，對外籍最終財廠商的最適
本地成份要求應為百分之百；反之，對外籍
最終財廠商的最適本地成份要求應為零。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 intermediate goods
二、緣由與目的

國貿理論中有關跨國廠商對外人直接
投資所造成的資源分配與福利效果，無論是
以一般均衡或部份均衡模型進行分析，都已
有不少的文獻討論。而地主國對跨國企業所
採取的一些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影響，是當今
許多文獻與研究所關切的課題。這類課題隨
跨國直接投資活動的盛行而顯得日益重要。
投資地主國對直接投資廠商所可能採
取的政策中，除了一般的課稅政策外，尚有
諸如產品的本地成份要求、外銷比例政策、
關鍵詞：外人直接投資、本地成分要求、中間財
本地資本比例、進口上限等政策。這些政策
尤其常見於開發中國家，而採取這些政策的
Abstract
目的，無外乎是為了保護地主國國內的產業
與提升地主國的福利水準。
Abstract
「本地成份要求」政策常是各國在工業
This project studied the optimal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 (LCR) policy toward FDI 化初期，為扶植或保護本國產業的發展而使
imposed by the host country. The purpose of 用的管制政策的一種，又或是作為保障國內
LCR is to protect the host country’s 勞工就業的手段。而本地成份要求的意義，
intermediate goods industry. Given that the 乃是指政府規定在其計算期間內，廠商所生
host country’s firm is not restricted by the
產的最終產品中，屬於本地自製的零組件其
LCR policy, the optimal LCR toward FDI
價值或使用量必須要在某一比例之上。「本
should be one hundred percent. Besides,
under the case that the host country’s firm 地成份要求」政策早已被各國廣泛地使用在
cannot buy intermediate good in foreign 工 業 發 展 或 對 外貿易策略上，如巴西在
market, if the market size of final goods in 1956 年，南非、阿根廷及墨西哥在 1962 年，
host country were large, the optimal LCR 澳洲在 1965 年，均開始有相關的措施規
toward FDI should be one hundred percent; 定。我國則是在 1962 年開始有「本地成份
on the contrary, the optimal LCR should be 要求」政策，當時受規範的產品多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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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近年來，本地成份要求政策仍是一項重
要的管制政策之一。UNIDO (1986) 的報告
指出，在受訪的 50 國中，有近 54% 開發
中國家對汽車產業的外人直接投資案採取
本地成份要求政策。如 Nissan 在英國所製
造的汽車也一直被要求一最低的當地成份
比例，才能夠銷往其他的歐盟國家，法國甚
至在 1990 年時更進一步要求 Nissan 提高其
當地成份比例才准予銷售。除了汽車產業
外，本地成份要求政策也常見於其他產業之
中，如美國的煉油業及一般消費性耐久財
等。
開發中國家為扶植工業生根，往往會採
取本地成份要求政策，以期在長期時可降低
對外國上游產品的依賴，並減少外匯的支
出。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實施本地成份要
求 政 策 則 往 往 是受到相關利益團體的壓
力，其原因可能是為了保護地主國產業或就
業所為，或是為了配合「自動出口設限」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VERs)、「配額」
(quota) 或「反傾銷」(anti-dumping) 等政策
的實施，以避免受約制國家直接至其國內設
廠裝配而影響地主國廠商的利益。另一方
面，隨著區域經濟的盛行，為確保區域內各
國的優惠政策不會外溢至區域外，會員國間
常會制定區域內對「本地成份要求」的規
定，以排除非區域內生產的商品享受優惠的
措施。
雖然地主國的本地成份要求政策對外
人直接投資而言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但
文獻上對此課題的相關研究卻不多見。這種
現象可能是由於對中間財市場的分析及其
模型的操作本屬不易，且對於本地成份要求
政策所涉及的問題的確比其他產業或貿易
政策複雜所致。
在本計畫中，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即著
重於對外人直接投資的管制政策中的本地
成份要求政策。我們想要了解，當本國有前
來直接投資的外籍廠商時，本國政府應如何
對外籍廠商訂定本地成份要求政策，以使得
對本國福利有最好的效果。亦即本計畫主要
的目的在探討投資地主國對外籍廠商所應
採取的最適本地成份要求政策的問題。
對於本地成份要求政策所造成的經濟
效果的理論分析文獻首見於 Corden (1971)
一文。其後許多文獻大多以中間財及最終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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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市場結構不同來加以討論，多是以完
全競爭或獨占二種極端的市場結構來進行
分析。至於以寡占市場設定的文獻則是少之
又少，僅有 Krishna and Itoh (1988) 對中間
財市場的寡占競爭結構加以分析，其將中間
財市場結構設定為雙占形式，進行價格競
爭，探討本地成份要求政策對中間財廠商間
的競爭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與本計畫的議題─對外人直接投資廠
商的本地成要求政策相關的文獻則有
Davidson et al. (1987)、Richardson (1991,
1993)、Belderbos and Sleuwaegen (1997) 等
文獻。然而上述的文獻並未討論「最適」本
地成份要求政策的問題，討論此項議題的文
獻至今僅有 Lahiri and Ono (1998) 及 Qiu
and Tao (2001) 二文。Lahiri and Ono (1998)
一文以部分均衡模型分析在地主國市場內
就非貿易財以外人直接投資的方式。該文僅
假設地主國有失業現象，而外人直接投資可
改善失業問題，其並未考慮中間財市場。
Qiu and Tao (2001) 一文則設立了一個有兩
家跨國企業，且可以選擇以出口或以外人直
接投資的方式進入地主國市場的模型來進
行分析。該文假設並不存在地主國廠商，也
不討論本國的中間財市場，而另以一外生參
數來表示當廠商採取外人直接投資時地主
國所可獲得的好處，因此最適本地成份要求
政策會受此參數大小的影響。該文指出本地
成份要求會增加外人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好
處，但卻會使得廠商成本增加而減少消費者
剩餘。而且也會因外人直接投資而減少關稅
稅收，所以在此情況下，此文認為當廠商垂
直整合的程度愈高時，較易採取外人直接投
資的策略，而此時，政府所採取的最適本地
成份要求較高；反之，當廠商垂直整合的程
度較低時，較易採取直接出口的策略。
如前文所述，本地成份要求最主要的目
的在於保護地主國的中間財產業，因此討論
的議題必不可忽視中間財產業的問題。然而
Lahiri and Ono (1998) 及 Qiu and Tao (2001)
二文均並未在其模型中設立一中間財產業
來加以分析，因此本計畫乃希望藉由一具有
中間財產業的模型設定重新來檢視對外人
直接投資廠商的最適本地成份要求政策的
課題。
本計畫主要探討的問題為地主國政

府對外籍廠商所訂定的最適本地成份要
求政策。本計畫假設本國為投資地主國，
在本國的某一最終財市場中，有一本國廠
商與前來直接投資的外籍廠商從事競
爭。此時，本國正在發展中的中間財產業
內有一中間財廠商，試圖將所生產的中間
財銷售給兩家最終財廠商。最終財廠商當
然亦可由國外購買中間財。國外中間財的
供給大致有兩種情況。首先，假設外國的
中間財市場為完全競爭，最終財廠商可以
固定的世界價格自國外進口中間財。由於
本國的中間財產業正處於發展初期需要
保護的階段，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本
國生產中間財的成本高於世界中間財價
格。其次，中間財也可能是由前來投資的
外籍廠商在母國的母公司生產。在此情況
下，本國最終財廠商則無法直接自國外取
得較廉價的中間財，此時，假設本國最終
財廠商只能自本國中間財廠商購買中間
財。本計畫將在此模型設定下分析地主國
對外籍廠商所應訂定的的最適本地成份
要求政策。

成本很小時，對外籍最終財廠商的最適本
地成份要求應為百分之百，反之則應為零。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依照原計畫申請書內容順利進
行，並順利完成。本計畫探討了多項有趣
的議題，並獲得了有意義的經濟學理與政
策意涵，已達到原先設定的目標。目前本
計畫成果正在進一步修訂，並將投稿至學
術期刊，希望能獲得發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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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得到的結論如下。當本國政府
對本國 (外籍) 最終財廠商所訂定的本地
成份要求不高時，則對其提高本地成份要
求會使本國中間財的價格提高；但是，當
本國政府對本國 (外籍) 最終財廠商所訂
定的本地成份要求很高時，則提高本地成
份要求反而會使本國中間財的價格降低。
當本國政府對本國與外籍最終財廠
商所訂定的本地成份要求相差很大時，國
外中間財價格的提高會使本國中間的財價
格上升。但是，當本國與外籍最終財廠商
所面對的本地成份要求相差不大時，則國
外中間財價格的提高會使本國中間財價格
下跌。
在本國政府未對本國最終財廠商採取
本地成份要求的情況下，本國政府對外籍
最終財廠商的最適的本地成份要求應該是
百分之百。
在本國政府對本國最終財廠商無法
自國外購得中間財的情況下，若在本國最
終財市場規模很大或是本國中間財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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