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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 2018年以來的美中貿易衝突來看，

加速台灣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布局，已

經成為台灣經濟命脈存續的重要課題。

在東南亞地區中，越南是台灣製造業密

集之處 1，是台灣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

然而，國內對於越南的經濟發展與產業研

究仍有許多不足。

近幾年在政府新南向政策的重視下，

關於越南經濟的分析論文逐漸增加 2，在

中華經濟研究院與台灣經濟研究院的刊物

中經常可見探討越南經濟的文章，例如，

溫蓓章與張乃瑄 (2017)、吳福成 (2017)、丁

心嵐 (2017)、王文娟與魏聰哲 (2017)、王煜

翔與陳孟君 (2018)等。然而，這些文章大

多忽略了越南經濟近年來的一個重大轉

型，亦即 2013年越南電話產品（主要是行

動電話）輸出金額首度超過紡織與縫紉產

品，意味著越南的出口重心從傳統勞動密

集產業，進入附加價值較高的電子產業；

同時，由於電子產業崛起，出口產品的附

加價值增加，越南在 2012年，即睽違了 19

年之後終於脫離貿易赤字，出現了貿易盈

餘（ ，2016）。

越南轉型成為電子產業出口大國是從

2009年開始，當年韓國三星電子在越南北

部的北寧省設廠生產手機，因此，越南出

口產品中首度有了電話產品（松尾修二，

2015）。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累積到

2008年為止，台灣是越南最大的外商直接

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投資國，

然而，隨著之後韓國電子產業大舉投資越

南，到了 2016年時，韓國已經成為越南最

大的 FDI 投資國，台灣則落居第四名。換

句話說，2009 年之後的短短數年間，越南

成功轉型為電子產品出口大國的同時，也

是台商在越南投資相對停滯、韓國資本躍

起的關鍵時刻。

2009年後，三星電子大舉投資越南，

除了促成越南出口產業轉型外，也造成三

星電子在越南經濟中不可動搖的重量級角

色，2016 年越南的出口總額中，來自三星

集團的貢獻高達 22.7%（産経新聞

支局，2017）。另外，正如日本的

韓國經濟專家向山英彦（日本總合研究所

上席主任研究員）所觀察，三星集團在越

南的擴大投資，象徵著近年來韓國企業避

免「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經濟，在中國大

陸以外地區擴大投資所做的努力（向山英

彦，2016）。

綜合上述討論，研究分析越南近年電

子產業的崛起，不僅可讓台灣的產、官、

學界理解越南的產業結構轉變，為我國新

南向政策提供有益的參考資訊；也可藉由

研究韓國電子業在越南投資，分散中國大

1 近年來我國對東南亞的投資，集中於印尼與越南兩國。舉例來說，2015年我國對越南之投資件數為
87件，金額達 7億 5,700萬美元，皆是東南亞之冠；2014年的投資件數為 101件，同樣居冠，但金
額則為 5億 5,379萬美元，僅次於印尼（楊秀玲，2016）。

2 台商新南向的研究，除了越南之外，印尼也逐漸受到重視，如羅顯辰、許文靜、吳清炎與胡美智
(2018)的研究即以印尼台商為例，研究台商進入東協新興市場的商業模式。



7

Industry
ManagementForum

and韓國電子產業在越南的投資與發展──全球生產網絡的分析

陸風險的個案，以為在美中貿易戰中擔心

遭受波及的台灣政府單位與台商，提供分

散風險的參考案例。

本研究除了前言之外，以下分為幾個

部分。「問題意識與理論探討」一節，首

先對台商在越南投資的相對停滯與韓國的

躍進做一簡介，之後再對全球生產網絡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做為本研究

參考理論進行說明；「越南電子產業崛起

的產業轉型」一節中，先說明 1980年代後

越南經濟發展的歷程，之後論述三星集團

如何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搭配越南政府

的優惠政策，擴大在越南投資的過程；

「結論」一節將總結本研究論點，並且提

供可能的政策參考建議與未來研究的進行

方向。

問題意識與理論探討

台商在越南投資的相對停滯與韓商的崛起

表 1與表 2是 2008年底與 2016年底越

南主要 FDI 的統計。從這兩個表可以很明

顯地看出，相對於其他外資，台商投資明

顯出現停滯。到 2008年底，台灣是越南的

最大 FDI來源，總投資額為 209.5億美元，

分別為第二名的馬來西亞、第三名的日

本、第四名的新加坡與第五名的南韓的

1.16倍、1.21倍、1.23倍與 1.26倍。亦即，

台灣雖是越南最大的 FDI 來源國，但與其

他亞洲國家的差距並不大，如只領先第五

名南韓 42.86億美元。

然而到了 2016年的年底，台商不僅落

居越南 FDI 來源國的第四名，並且總投資

額 318.86 億美元也明顯低於前三名的東亞

國家，分別只有南韓、日本與新加坡投資

總額的 63%、75%與 83%。如果從投資件數

來看，更可以看出台商投資的相對停滯。

從 2008年底到 2016年底，南韓、日本與新

加坡的投資件數，各增加了 3620 件、2190

件與 1063件，而台商只增加了 381件。

為何從 2008 年底到 2016 年底，新加

坡、日本及南韓對越南投資增加的件數，

是台灣的 2.8倍、5.7倍與 9.5倍？為何台商

對越南的投資會如此停滯？有人認為這可

表 1 越南主要 FDI來源（2008年底為止）

排名（金額） 投資來源國 累計投資額度（百萬美元） 累計投資件數（件）

1 台灣 20,952 2135

2 馬來西亞 18,006 340

3 日本 17,362 1102

4 新加坡 17,071 733

5 南韓 16,666 2153

6 維京群島 13,824 438

7 香港 7,417 671

資料來源：整理自 ： 化 直接投資 動向 製造 消費市場 （頁 4），福永雪

子，2010，取自 http://www.bk.mufg.jp/report/ecorevi2010/review20100331.pdf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Adobe RGB \0501998\05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9ad86a9400285be65927002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9ad86a94002851fa8840002b89d27dda002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9ad86a94002851fa8840002b89d27dda002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8f3851fa0033003000300064002851fa88400029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14173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