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7942 

狀

態 
NC096FJU00079003 

助

教

查

核 

建檔完成 

索

書

號 

查核完成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日本語文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4246105  

研

究

生

(中) 

謝沛茹 

研

究

生

(英) 

Pei-Ju Hsieh 

論

文

名

稱

(中) 

對日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社會之影響分析－作為日本研究之一環－ 



論

文

名

稱

(英)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n Japanese Society and Economy：As a 

Part of Japanese Research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劉慶瑞 博士 

指

導

教

授

(英) 

Dr. Ching-Jui Liu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同意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2008.04.01 

檔

案

說

明 

電子全文 

電

子

全

文 

01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6 

出

版

年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對日直接投資 對日 M&A 併購 日本經濟社會 



(中) 

關

鍵

字

(英) 

FDI in Japan M&A Out-In M&A in Japan Japa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摘

要

(中)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日本國內巿場也不斷受到挑戰。近年來，不斷出

現外資對日本各項產業以巨額資金進行跨國併購或新設事業投資之案例，

其皆屬於對日直接投資之範疇。長久以來日本的直接投資一直存在著對內

外收支不平衡之問題。由於對內外投資收支不均衡，造成日本巿場產生產

業空洞化、設備投資過剩、人材流失、內需緊縮等隱憂。然而，此投資不

均衡之情況卻在 2000 年之後開始有明顯改善。同時日本政府並於近年來致

力於促進對日直接投資，進行相關法規修正。   綜合上述巿場動向、投

資額變化、政府施政等背景，本文欲探討之主旨為對日直接投資究竟對日

本經濟社會帶來何種影響，何以近年來其投資動向、政府施政立場皆呈現

如此大幅改變。本論文應用文獻探討法，利用日本官方統計數據及相關研

究調查進行探討。本文共分為六章，首先回顧直接投資、對日直接投資、

對日 M&A 的相關理論、型態、及目前研究走向，釐清相關經濟效益理

論。其次，整理對日直接投資之歷史沿革，將探討時期依投資動向分為低

迷期、成長期及飛躍期，得出各時期社經環境之轉變、政府施政與對日直

接投資表現為相關聯之關係。並以圖表分析對日直接投資的特徵，得出其

特徵為投資額逐年增加、集中於非製造業部門、歐美為主要投資國、主要

投資於東京地區、以對日 M&A 為主要投資型態等結論。而對日直接投資

激增對日本經濟社會之影響，則從企業面、雇用面、消費者面分別進行探

討，並以事例分析地方經濟群聚效應再擴及至整體經濟面探討，並得到其

影響為正向效果大於負向效果之結論。最後並提及日本於解決長期對內外

投資不均衡之過程中，帶給台灣經濟社會之啟示。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Japa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s the progress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l market in Japan is 

facing a variety of challenges from FDI such as Cross-Border M&A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Green Field Investment. FDI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ward investment and outward investment. In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Japan had 

always been lower than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his unbalanced situation 

resulted in Japanese deindustrialization such as surplus investment in facility, the lost 

of workers, and domestic demand deflation. However, since 2000 this situation had 

been improved. From that time, government started to make effort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investment of FDI via revise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conomy effects due to the government strategic plans, this study 

presented the related theories, styles, research direction about FDI, FDI in Japan, and 

M&A.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different investment tren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bout FDI in Japan, which was separated into three periods: 

Depression period, Growth period and Leap period. Therefore, we have the initial 

conclusion that there was a close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public strateg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DI. The graphic analysis 

showed that FDI in Japan had been increasing progressively every year and focus on 

the Non-manufacturing department. The major foreign investment countries were 

Europe and America. Most of investments were Out-In M & A. Tokyo distric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FDI. Their economy effects were analyzed from several 

different aspects: Business, Employment, and Consumer.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ncreasing FDI in Japan results in more positive impact than negative 

impact. Finally, the process of overcoming the unbalanced investment in Japan has 

offered Taiwan Society and Economy an important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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