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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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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自 1987 年頒布「台灣地區和中國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准許台商可透過第三地間接投資大陸以來，兩岸經貿交流日趨

密切。台商對大陸的投資，由起初之勞力密集予加工出口的傳統製造

業，逐漸轉變為近年來資金密集、技術密集以及內銷導向的多元產業型

態；而投資家數與單筆投資金額，亦呈急速升高之趨勢。隨著投資型態

質量的變化，台商資金來源與融資需求相對彰顯其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

深入探討大陸台商所需之資金來源及融資需求，就兩岸金融機構之授信

方式研討現階段台商適宜採行的資金規劃方向與財務操作策略；其次以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其銀行借款與大陸投資金額二項目



間之關聯性，提供國內金融機構徵授信人員參考的方向。  

摘要

(英) 

Abstract Since the ROC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Statute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of the Areas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1987 to allow 

Taiwanese firms to invest indirectly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rough a third place,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grown closer by the day. Companies 

investing in Mainland China have gradually moved from those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sectors that feature high labor intensity and export processing in the 

early stages to those from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that are mor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and import-oriented in recent years. In the meantime, both 

the number of firms investing in the mainland and the amount per single 

investment are rapidly increasing. As the quantity and nature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are changing, the fund sources and financial needs 

of Taiwanese investors are becoming a more important issue. This study thus aims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sources of the needed funds and the financing demands of 

Taiwanese compani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crediting metho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is study hopes to identify the most 

appropriate capital planning directions and financial operation strategies for 

Taiwanese investors in the current stage. This study will survey domestically listed 

companie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ir bank loans 

and of their investment in the mainlan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credit personnel of domest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offering 

credit to their business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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