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與網絡環伺下的台資企業協會：協會參與動力之探討 

第四章 強國家與韌網絡環伺下的台資企業協會 

 

    前章所提五項假設，旨在勾勒驅動台商加入台資企業協會的制度性誘

因，這些假設源於各級台協章程所提供的會員服務、多年來各地政府與台

商互動過程中引伸出的非正式機制，以及種種相關理論所歸納出的現實模

型。在假設提出當時，筆者對台資企業協會的發展持樂觀看法，一心以為

台協終將走向凝聚台商，甚至聚合包括台眷等所有大陸台人的強協會。然

而歷經一個月的田野調查，實際訪談多位台商、台協幹部與台辦人員後，

先前的天真想法被徹底推翻，紙上談兵終究不敵行萬里路。本章即為實際

田野研究所得。 

  

第一節 經驗發現：台協實為弱協會 

 
問 1：請問您或您所屬的公司有加入台協嗎？ 
答 a：我們老闆是不參加台商協會的，這個協會其實功能性不能說它不足，只是

功效不彰。台商在這裡還是要自食其力，因為畢竟很多的外國協會，像美

國在台協會，幕後都有一個政府在做事，但台協呢?坦白講，台商在外面根

本就是孤兒，出了什麼事只能自求多福，反而找中共官方機構比較有用。

一個協會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力量，什麼力量呢？要能左右政策，既然沒

有辦法左右政策，你去參加那個協會是為什麼?台協聯誼性質比較多啦！

（訪談對象 0408042） 

 
問 2：貴公司有加入台協，請問您為何加入？對協會舉辦的活動參與積極嗎？ 
答 b：主要只是聯繫感情，在生意上並不需要藉助他們的力量。台協功能主要是

辦聯誼和講座，我因為工作忙，時間上常常不方便參與。參加台協者似乎

以中小企業比例較高；規模越大反而越不參加，因為找台協不如直接找台

辦，像我就直接請一級主管來與我溝通。（訪談對象 0408041） 
答 c：我是因為來本地比較久，宜興台商少，不像無錫這麼多，所以有點像是被

趕鴨子上架擔任台協幹部。但是協會辦的活動，像講座等等的我通常都不

會參加。（訪談對象 040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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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擷取的兩段訪談，代表此次田野中絕大多數大上海地區台商對台

協的觀感，他們若非認為台協功效不彰、沒有加入的必要；再不然就是礙

於人情（台協幹部力邀）或基於聯繫感情而加入，但是對於會務及協會活

動則多持冷漠態度。令人意外的是，原本被假定為協會主幹的台協幹部，

如副會長、理事等應該是相當熱心於會務的，畢竟他們受全體會員所託，

引領協會的發展方向，但是訪談所得「實然」卻再次推翻假設下的「應然」。

如是「應然」只應驗於某些具有政治或經濟目的之幹部身上，但是為數甚

少，例如多位受訪者眾口一致指出，現任某地台協會長，即某企業葉姓負

責人，其之所以長期熱衷會長職務，主要是想藉此推動其企業在大陸上

市；而有些幹部則明顯想利用職位之便與政府拉近關係。除了這部分具個

人意圖的「積極份子」外，下至基層會員、上至副會長均對協會活動興致

缺缺。這種參與冷感肇因於幾個因素，涉及前章假設的相關部分將另闢專

節分析，此處僅就訪談所得做出概論性解釋。 

第一、台協功能模糊、功效不彰。先前曾提及中共國台辦最新出台的

《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管理暫行辦法》中所規定台協業務範圍為：開展

會員間的聯誼和交流活動；為會員提供國家有關法律、法規、經濟資訊等

方面的諮詢服務；溝通會員與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的聯繫，反映會員生產

經營等方面的意見、建議和要求；促進當地與台灣地區之間的經濟交流與

合作；舉辦社會公益活動；幫助會員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有關困難等等。

國家頒佈的法規條文框限住台協功能疆界，協會所能合法發揮的似乎只有

資訊交流、會員聯誼、意見反應等服務性與協調性功能。但是這些層面並

沒有統一的實施標準，例如意見能反映到何等層級？資訊流通到多大限

度？這些都取決於台商在當地勢力的強弱、台協內部團結與否、地方政府

對台協抓緊或抓鬆等因素。正因為功能界定過於空泛，導致各地台協產生

極大差異。一位上海台研所研究員將台協力量由弱到強分為四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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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廣州模式：台協幹部全部由台辦指派，政府完全掌控協會。 
(b)上海模式：政府主控，台商參與。但是政府控制較靈活，只掌握副會長或秘

書長職位。 
(d)深圳模式：台商主導，政府影響力較小。 
(c)東莞模式：政府對台協控制力微弱，台協在當地影響力相當大，對協會內部

的台商約束力也大，被戲稱為當地第五套領導班子。似多元主義

行會模式。（訪談對象 0408062） 

 

    雖然當中不乏台協凌駕於地方政府的案例，但除東莞之外，放眼中國

找不到第二個類似例子，絕大多數台協仍然由政府主控。而且即便東莞台

協力量如此之大，會長選舉仍受政府左右，這點稍後將再提及。於此情況

下，台協所能發揮的功能相當有限，各地台協受限於地方政府，做起事來

綁手綁腳，如開頭第一位受訪者指出的，既然協會無法發揮左右政府政策

之功能，台商為何要參加？ 

    第二、大型企業多不加入協會。目前上海台協與無錫台協的參與率約

佔所有台資企業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昆山稍微高一點，約佔 50%左

右。林明杰針對上海、昆山、北京、天津所做問卷調查則顯示，全體台商

加入台協的比率僅 20%。1這當中又以中小型企業居多，財力雄厚的大型企

業則不傾向加入。原因在於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無疑以高新大型產業為第一

優先，例如IT產業、生物科技產業或精密儀器製造業等，若這類企業有意

願進駐，當地政府甚至樂於為其造橋鋪路。處於當前中國全力推動經濟發

展的關口上，地方官員招商引資成效攸關往後升遷之路；而大型企業所夾

雜的龐大資金與技術能量，往往為地方帶來不可忽視的就業率和經濟成長

率，帶動地方發展的同時也牽動著地方官的未來。大型企業的經濟力量使

得地方甚或中央政府亟欲為他們服務，企業主的要求或意見因此得以不透

過其他管道上達天聽，因此他們不須倚賴台協就可以達到下情上達，或另

一種「以商逼政」之效，也就沒有加入台協的誘因。此外，前一位上海台

                                                 
1 林明杰，<大陸台商對台資企業組織績效滿意之研究—以北京、天津、上海、崑山等四地區投

資台商及台資企業協會為例>，《中國行政》，第 58 期（1995 年 8 月），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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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研究員也指出： 

 
除了大型企業，在上海的高科技產業加入台協比例亦不高，因為資訊產業打入

上海的時間約為九０年代中後期，較傳統產業晚一步，當時台協內部會員以傳

統業者為多，幫不了資訊業什麼忙，所以這些高科技業者反而傾向參與大陸的

行業協會。（訪談對象 0408062） 

 

當這些相對重要的大企業與高科技企業都不加入台協，台協力量自然無法

壯大。 

第三、台協的官民兩重性。中共政府雖然日漸抽離對市場的控制，但

是在撤離過程中，卻在制度設計上預留監管市民社會的伏筆。中共於 1998

年重新制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條例」）為現行社團

組織與規範的根本大法，其中第九條規定，申請成立社會團體，應當經其

「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由發起人向「登記管理機關」申請籌備。「登

記管理機關」的職責為：（一）、負責社會團體的成立、變更、註銷登記或

者審查；（二）、對社會團體實施年度檢查；（三）、對社會團體違反「條例」

的問題進行監督審查，並對其違反「條例」的行為給予行政處罰。「業務

主管單位」的任務則在案子送交登記管理機關前的初審。從上述「條例」

對這兩個歸口單位之職責和權限規範來看，舉凡社團申請審核、登記註

冊、年度審查、變更或註銷登記、監督管理到對社團做出懲處等，都需先

後經過這兩道關卡。 

這當中比較令人不解的是，「業務主管單位」究竟有何存在必要性？

為什麼要重複設置一個功能類似「登記管理機關」的前置性機構來對各項

業務做初審？理由在於，中共民間社團的政治正當性包含相關行政部門對

社團的承認：社團成立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先找到一個行政掛靠單位，

唯有得到某一行政單位允諾擔任主管機關，該社團才有資格申請成為法

人。在實際運作上，接受掛靠的行政單位領導或幹部往往將這種承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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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社團參與，他們或實際上擔任會長、副會長、秘書長，或形式上擔任

名譽會長或顧問。2 在台協運作中也不例外：台協的業務主管單位為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以及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台灣事務部門；登記管理機關則

為國務院及各級民政部門。從某個角度觀之，這是政府對民間社團的監

控，業務主管單位藉協助組織運作之名，安插行政人員於台協中，對會員

資料、會務進行、台協活動進行直接監視；更有甚者，台辦甚至操縱台協

會長的選舉，筆者援引一份東莞台協幹部的訪談紀錄，說明此情形： 

 
「要當台協會長，大陸政府都會先做身家調查，例如提名一位會長候選人，各

鎮分會要把候選人名單報告給東莞市台協總會『選委會』，選委會中有東莞市政

府與台辦的當任委員，上級台辦於是透過各鎮區台辦詢問該人選狀況，來決定

是否准許參選會長一職」。3

 

不論台辦對台協人事介入程度是深是淺，做為業務主管單位，控管與

統戰是台辦最重要的行政任務；現今台協即便擁有較高自主性，但是在政

治層面上仍須遵守中共訂出的底線，並無所選擇地接受公職人員紮根組織

中。正是藉由「登記管理機關」與「業務主管單位」雙重管理機制，中共

官方觸角仍然深入台協，而這也是某些台商對台協敬而遠之的原因之一。 

本節所提三項解釋是本次田野訪談中較常聽聞的說法，台協幹部雖然

自詡協會為銜接政府與台商間的橋樑，但實際上協會之官民兩重性、功能

模糊以及大企業不予入會，使得台協似乎只能是個具聯誼性質的弱協會。

一位上海台商的分析正好可以充當本節總結： 

 

 
現在要過來大陸的人或許會比較想加入台協這樣的系統，畢竟可以從中尋求歸

                                                 
2 郁建興、黃紅華、方立明等著，<<在政府與企業之間—以溫州商會為研究對象>>，杭州：浙

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 158-160。 
3 引自林志慎，《外來動力的「制度創新」：「東莞台商協會」成立「台商學校」之研究》，台北：

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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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感；但是像我就是不太需要，我需要的是能夠提供我所需資訊的人，而這些

人都散佈在我自己的人脈中，協會提供不了這些幫助，所以我並不會加入台協。

另外，像企業規模較小的公司也比較會加入台協，企業規模大的就不在意這些

了。有些人加入是因為人情的關係。有些不加入是因為協會有官方人員在裡面，

比較敏感。但是對於官方介入也有人持相反想法，這些人考慮到會員人數多，

官方會比較重視這樣的協會，例如像台商協會會長現在是葉惠德，他就是一直

利用會長職位在搞上市。（訪談對象 0408052） 

 

第二節 社會資本面：韌網絡 

上一章提出的兩個社會資本相關假設中，台協被假定為需要經過個人

付出和爭取才能跨越的門檻，一旦跨過門檻與其他會員成為自家人，不論

在網絡建構或互信建立上，都比未加入台協時的單打獨鬥要容易，因為協

會本身就是一個聯誼社交平台，參與者從中交朋友、挑選商業伙伴；生意

上合縱連橫的同時，亦因同儕間的信任而降低監督、欺騙與背叛等交易成

本。社會資本，也就是「關係」，像黏著劑一樣黏合了分散的台商；也如

潤滑劑般潤澤了冷漠僵硬的人際互動。 

然而研究結果卻相當程度否定台協在這方面的功用。因為台協並不是

一個強而有力的分水嶺，無法嚴格區分會員的群體聚集以及非會員的單點

散佈。加入協會並不等同於坐擁當中的社會資本，蓋因信任的產生無法如

商業交易般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以入會換取信任的銀貨兩訖思想特別不容

易產生於中國文化中，因此台商加入台協後勢必得再花時間和精力與其他

人發展感情，建立協會內的網中網。另一方面，不加入協會也未必意味著

一定是原子化個人，這些台商仍然擁有自己的私人網絡，只是網絡不是架

構在台協之上；或者他們也可以藉由熟識的台協友人居中牽線，認識其他

會員，如此即可在不加入台協的情況下「偷取」協會內的社會資源。 

人際網絡的編織無論在協會內或協會外都需要個人長期投入，互信的

產生也絕非加入台協就一蹴可及。放眼華人社會，以「己」為中心向外擴

散的「關係網」星羅棋布於生活周遭，強韌的網絡不但滲透市民社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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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協等民間社團無法像歐美國家般有效運作；更有甚者，它還穿透國家機

器，人民得以藉由關係追求利潤，於此情況下，政治機器彷彿官民共犯結

構，容許尋租與包庇在本場域中暢行無阻。 

究竟「韌網絡」如何制約著台協的運作並推翻社會資本項之相關假

設，接下來將詳加解釋。 

 

一、找回強關係：「差序格局」對華人組織之影響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 生育制度」一書提出中國人與西方人對群己界

定的不同：西方社會的團體結構類似農人在田裡捆柴，農夫把幾根稻草束

成一把、幾把數成一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數成一挑。同挑裡的每一根

柴都分屬一定的捆、扎、把。他想指明的是，團體是由許許多多個人組成，

而團體間是有一定界線的，誰是團體裡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一定分得清

清楚楚，不會模糊，因為這扎的人不可能同時出現在其他扎。同團體的人

對內需負擔同等義務、享相等權利；團體內外的區別是權利問題。中國人

的社會則並非如此，我們的團體格局是建立在以「自我」為核心的基礎上，

可以把這種關係想像成將一顆石頭投入水池所產生的一圈圈波紋，這些波

紋是有差等次序的，環環外推的水波以自己為中心點，越靠近中心圈子代

表與自身關係越強，越遠則越薄弱，費孝通將如是結構稱為「差序格局」，

在這樣的遠近距離中，講的是攀關係、拉交情。4

從費孝通的觀點出發，可以得出團體組織在西方與中國的根本差異。

在歐美，團體是相對於個人而言的，是全體對分子，這當中包含兩組相對

概念：一為「平等」觀念，指在同團體中各分子地位相等，個人不能侵犯

他人權利；另一組為「憲法」觀念，指團體不能抹煞個人，只能在個人所

願意交出的小部分權利上控制個人。5 換言之，個人加入團體是讓渡部分

                                                 
4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4-30。 
5 同上註，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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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權利，換取自身所需利益。但是在中國卻沒有如此明確的團體概念，

人與人的互動與利益取得，端視個人如何打入以他人為圓心的輪軌中，越

靠近圓心，代表你與該人關係越密切；而在你與他關係益趨密切的同時，

他也正向你的差序中心邁進。在中國這種依附人與人遠近親疏關係辦事的

社會，組織的設立框限不了權利邊界，因為利益的分配不取決於組織，而

是取決於個人與利益分配者之間的關係。 

台協做為中國社會的民間組織，同樣逃脫不了華人「自我主義」束縛，

6 因為台商人脈的擴張更多是倚賴自身社交能力、人格特質、交際手腕，

以及在對方身上投入的誠意多寡與時間長短。台協雖然為台商搭建起一個

聯誼舞台，但是商人的人際表演卻無處不在，以自己為主角的演出無論在

台協內外，甚或貫穿兩者的情況隨處可見，如同前面提到的，某非會員的

好朋友中可能有幾位是會員，透過與會員朋友的聚會，他可以瞭解協會內

部資訊、認識其他會員，甚至從中找尋事業合作伙伴與客源。 

自我主義無限膨脹的結果導致早期華人企業跨不出家族版圖，因為所

有人都只相信與自己關係親密的親友，不放心將錢權外放，這造成現今華

人企業難以有效結合組織架構的弱點，或者較確切的說，他們一腳進了組

織的門，一腳卻滯留門外：既覬覦組織提供的好處，又不願意嚴格遵守會

員制。原因在於每個人都有協會外的親朋好友，基於私交，他一定會將自

己所攫取到的好處私下提供給友人。渠此，台協無法成為具篩選力的門

檻：一來，該門檻人人可跨越，協會並沒有設定任何進入限制；二來，即

便加入台協，個人網絡仍可穿透組織藩籬，台商這種一腳置於組織圍牆

內，另一腳卻遲遲不肯踏入的現象，成了中國社會另類「騎牆派」。 

除了其來有自的文化因素造就個人與組織的不相容之外，前章基於

Granovetter「弱連帶」理論與林南「金字塔結構」所推演出的假設與實際

                                                 
6 費孝通把中國傳統思想中，以「己」為中心的觀念稱為「自我主義」。「自我主義」觀念相對於

西方「個人主義」，主要強調華人社會沒有「團體」思維，有的只是「自我」，一切價值只以自己

為核心。見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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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也有差距。首先，台協內部雖然設置會長、副會長、秘書長位階不等

的職位分劃，乍看之下是個結構森嚴的層級體制。但事實上，依附於這些

位置的個人並沒有實質利益，因為台協並非營利組織，也沒有政府撥款，

工作內容以服務性質為主，幹部完全無利可圖；另外，從協會功能鬆散、

會員奚奚落落的情況來看，幹部也不具有什麼權力，反而需要負擔比其他

會員高出五到二十倍的會費，7 並切割原本用於營利的時間處理會務，凡

此種種使得擔任幹部職位者稱不上是台協結構中的菁英；加上協會內外人

員與資訊流的互通，推翻早先所想「台協為封閉性金字塔型組織」假設。 

再者，Granovetter將「弱連帶」視為「為人們提供獲得超出其所屬社

會圈子可利用的訊息和資源的橋樑」，僅能解釋弱關係在「訊息傳播」上

是有效的；若想進一步請對方提供幫助，動員社會資本，則非得倚賴「強

關係」。邊燕杰對中國工作分配制度的研究證實了「強關係」的重要性，

他針對一千多位天津居民所做調查顯示，民眾在找工作時通常會運用間接

性的強關係。這種關係是指，求職者A與賦職者B之間可能完全不認識，A

必須透過一位熟識兩造中介者C的幫忙與疏通，才可能在B單位獲得工作。

從三者連線來看， A與B僅是弱連帶，關鍵是中間插入分別與A、B為強關

係的C，透過他的搭橋並發揮個人影響力才得以串連起兩者。換言之，當

「影響」而非「訊息」通過人際網絡流動時，需要的是強關係而非弱關係。

8

把「強關係」拉回本節主題後筆者發現，台商加入台協並不等同於得

以隨心所欲運用內部的社會資源；資源分散在各處，台商必須建立接近他

們的管道，才能把資源轉變成自己的資本。因此進入台協只是第一階段，

會員必須從中再選取其他成員發展「強關係」，進行第二階段的「關係限

                                                 
7 以上海台協會費為例，企業會員會費為 2500 元人民幣，常務理事為 1 萬 2 千元人民幣，副會

長 2 萬 5 千元人民幣，會長 5 萬元人民幣，當中差距為五至二十倍。 
8 邊燕杰，<找回強關係：中國的間接關係、網絡橋樑和求職>，載於《中國社會學第一卷》，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21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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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不管這種強關係建構是工具取向或情感取向；只有彼此關係親近到

某種程度，對方才願意為自己動用影響力。 

 

二、信任機制的深化：高度信任 

前節提到關係網絡的編織需架構在強連帶上；此處將深一層追究強連

帶的基礎為何、根著何處。在本文第二個假設論述中曾經提及，交易成本

的產生主要基於市場不確定性，以及人類的有限理性與投機取向。試想在

一個缺乏共享道德價值、人們僅能靠自保與投機獲利的社會中，每一份契

約的內容設計勢必無限冗長，載明所有能夠規範對方的項目，因為締約者

從一開始就認定對方意圖行騙；在合作或合資關係上，我們將不會提供超

出法律責任範圍的事物；更有甚者，人們也不願意求助於仲裁者，因為不

敢確定第三者是否公正無私。 

然而，放眼現實生活中的商業往來，人與人之間互動並非總是如此僵

固，在情理法三項約制人類生活的正式與非正式規範當中，往往是「情」

首當其衝，訴諸法律則是在最不得以情況下才會採用的手段；而「情」的

產生又必須依托於一個至關重要的機制—「信任」。 

從博奕論角度來看，信任是重複囚途困境博奕的自然產物：一次性博

奕很難導致合作的產出，因為背信使博奕雙方形成「納什均衡」（Nash 

equilibrium）；然而若博奕是重複的，雙方就可以採取一種「一報還一報」

（tit-for-tat）戰略，即以合作求合作，以背信還背信，經過理性算計後，

雙方會傾向以合作代替背信、從合作中發展信任，進而對「誠實可靠」之

類的聲譽進行投資，因為唯有如此才有利於事業長期發展。9

這種經過理性算計的低度信任雖然可以稍微緩和人際間無處不在的

防備，但是卻無法有效降低交易成本，它只給予人們最低限度的互信，亦

                                                 
9 Francis Fukuyama著，俞弘強譯，<公民社會與發展>，載於曹榮湘選編，《走出囚途困境》，上

海：三聯書店，2003，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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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契約與法律的基礎上，我相信你不會對我進行欺騙；或者在某些文字

規範不到的層面，我們可以透過口頭進行協調並達成協議。10 諸如此類的

「弱信任」或「契約性信任」只包含微量情感成分，在台協中或許可以得

到充分發揮，但是卻不為台商所喜，因為低度信任所能降低的交易成本有

限，對於尋求利益最大化的商人而言，所追求的是更大幅度減少這類開銷。 

信任程度與組織型態具有焦不離孟的關連性：科層組織運作更多是要

求服從；網絡式經營企業則仰賴廠間的高度信任。以當前台資企業型態觀

之，可以分為四種關係類型：第一、母-子關係，指總公司與分公司關係；

第二、分包制關係，由核心企業做協調中心，把生產過程建立在中小企業

供銷商分包的基礎上；第三、戰略伙伴關係，指較前項更為平等的合作關

係，此網絡中不存在核心調節人，它更多是強強聯合；第四、市場型關係，

主要針對那些不確定性、交易頻率和資產專用性都比較低的廠商。11 這當

中第二項與第三項是台商間最常見的經營策略，也是最需要信任機制連綴

其中的。 

    以台商獨特的協力經營模式為例：研究顯示，當台灣主要電子通訊產

業進入上海、蘇州投資之際，與他們長期生產合作並具互信關係的協力廠

商也一並進駐。例如在蘇州新區投資的明碁電腦便引進了十八家台灣協力

廠商，形成大上海地區台灣電腦產業在技術、原料、零組件、中間產品供

應商與生產廠商之間完整的裝配生產網絡，增強台灣高科技產業在長江三

角洲的群聚效應。12 協力網絡使得原子化的企業得以藉由產業互補而彼此

獲利，促成同一生產鏈的上中下游企業整合成一體，共同分享群聚區內的

公共財。  

                                                 
10 此處所提「低度信任」是一個比較的概念，指人際間的信任出於理性算計，情感成分少，僅

能最低限度降低交易成本。此概念主要相對於下段的「高度信任」。 
11 此四項上下游企業分工形式見張纓，《信任、契約及其規則》，北京：經濟管理出版社，2004，
頁 150-151。 
12 劉雅靈，〈經濟轉型的外在動力：蘇南吳江從本土進口替代到外資出口導向〉，《台灣社會學

刊》，第三十期（2003 年 6 月），頁 8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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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協力網絡的成形可從兩面向來解釋：一為純粹基於企業經營成本

考量。假設 A 電腦公司在經過評估比較後，發現一台電腦從零組件到終端

產品的生產全數在企業內部製造的成本高於將某些中間產品外包時，A 就

會在市場上尋求生產成本最低的中間產品製造商合作，這種合作偏向理性

選擇過程，不帶任何情感考量，屬前述四項分類中的市場型關係，互信基

礎低。另外一種解釋則從社會資本角度切入，著重人際間信任與關係網的

建構與制約。例如 B 企業同樣基於成本考量必須將某些產品外包，但是 B

找尋的合作對象首重「信任」考量，即我是否信得過這間外包商的老闆？

我們兩人的信任到達何種程度？若兩人原本就熟識且合作多次，那麼即使

這家外包商的價格比其他公司貴，我仍願意繼續與他合作，因為即便在口

頭約定的情況下，我也不必擔心產品品質變調，或者違約狀況產生。這種

建構在高度互信基礎上的網絡運作形式可以大大降低交易成本。 

由此可知，「信任」是一項寶貴的社會資本；交易雙方對彼此具高度

信任的背後意義，代表著談判、監督、違約等交易成本可以極小化，甚至

略而不計。但是高度信任的建立非一朝一夕可及，以前例觀之，明碁在遷

廠之初為何不找生產成本低廉的當地廠商合作，而寧願花費較高的初始成

本像「母雞帶小雞」般將台灣的衛星廠一併帶去？13 原因即在明碁上下游

廠間長期合作衍伸出的私人情感與高度信任，憑藉著互信以及對彼此產品

要求的熟悉度，日後交易成本的下降將抵銷共同遷廠的初始成本。 

以上社會現實說明信任降低交易成本的同時，如何否定本文的第二個

假設？問題出在筆者預設台協提供了一個「信任邊界」，認為協會內部流

動著信任因子，台商只要成為會員就能夠得到其他會員的信任，理所當然

降低生產成本。如是假設必須建立在內部成員緊密鑲嵌的基礎上，並且將

「台協會員」視為一種特殊象徵，珍惜該身份所帶來的聲譽，因而在合作

                                                 
13 「母雞帶小雞」概念見張家銘與邱釋龍，<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與地方政府：以四個經濟技術

開發區為例的分析>，《東吳社會學報》，第十三期(2002 年 12 月)，頁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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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不至於因違約敗壞自身聲名。 

然而，實際上台協並未成功發展成信任場域，前節網絡建構之困境同

樣侷限住台商信任擴展。福朗西斯·福山將中國分類成相對於日本、美國與

德國的「低信任度」國家，他認為在人際信任無法溢出親友範圍的情況下，

華人企業多發展成以家族為核心的中小企業，重要職務只敢交給親信，對

外人一概持懷疑與敵視態度。這種排外心態根植於文化脈絡中，對於家族

外社群的低信任度使得華人企業無法進一步擴展為大型跨國公司。14 福山

的「任人惟親」觀點與費孝通所提「差序格局」有異曲同工之妙，也就是

信任高低取決於他人與自身的親密度，而親密程度又隨著親人、好友、普

通朋友等一圈圈向外遞減，它不會隨著個人進入某一組織而驟增，因此會

員身份無助於信任的締結，更遑論憑此降低交易成本。 

此外，「高度信任」的建立需要彼此長時間瞭解與深入互動方能達成。

台商即便想從協會中尋覓可信之人，亦需經過進一步交往才能確定對方是

否適用信任機制。由此可知，強關係的生成仰賴於人與人之間的「高度信

任」，而強關係又是網絡建構的基礎，所以本節所提「信任」與前節「網

絡」兩項社會資本間，實有密不可分之關連性。 

筆者訪談經驗也證實，通常台商套交情或擴展社會資本的方式多以自

身為圓心逐漸外溢，以舊人脈滾新人脈，不太需要藉助協會。雖然這當中

也有程度差別，例如有些商人專做台商生意，或著某些行業需要以台拉台

者（例如銀行業）則相對積極參與台協；但是這只是初始現象，一旦他們

從協會中覓得一兩個客戶之後，仍然是透過私人關係請他們再介紹新客

戶。總而言之，台商私人間的韌網絡抵銷台協做為積累社會資本場域之功

能，也推翻原先對社會資本的假設。 

 

                                                 
14 福山觀點參見Francis Fukuyama著，彭志華譯，《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海口：海

南出版社，2001。 

50 



國家與網絡環伺下的台資企業協會：協會參與動力之探討 

第三節 政治資本面：強國家 

台商倚賴台協攫取政治資本的方式，在假設中主要通過兩種途徑：一

為光明正大於台面上向政府議價，以集體力量迫使政府政策轉向，釋出對

自己有利的資源；另一種途徑則為台面下之拉關係、走後門，此模式下協

會被充當為台商接近政府管道之一，他們從中尋租，發展政商間利益共生

機制，進而成為金權交易共犯結構。 

第一種途徑需奠基在國家力量相對較弱的多元主義，或至少是社會統

合主義基礎上方能達成。民間團體保有集體議價空間的現實背後，隱含著

不言而喻的「弱國家」意義，亦即社會存在某些政府無法干涉的自主領域。

筆者雖不至於鄉愿地認為中國屬多元主義，但自改革開放後，國家主動返

還人民非關政治領域的權力，造成國家與社會分離；換言之，「全能國家」

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願景為「小政府、大社會」。在此情況下，中國正

逐漸由國家統合邁向社會統合，蓄積已久的社會力量如同滾沸熔漿般，紛

紛尋著日漸鬆綁的控制縫隙迸發而出，群眾運動此起彼落，因此集體議價

假設在當今中國政社結構下絕非無的放矢。 

    尋租假設更是基於理論與事實雙重基礎。林益民15 在Between Politics 

and Markets 一書開宗明義點出：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體制不應只

純然著眼於經濟層面，應把地方政府的政治運作一併納入考量。他的研究

融合了兩個具解釋力的理論：「經濟競爭論」和「地方發展國家理論」。「經

濟競爭論」樂觀認為中國市場的形塑與成長將由三項「理型市場特質」交

互作用而成，即市場是「資訊交換和提供誘因的場所」；「提供價格和動機

的場域」；以及「勝敗者的過濾器」。持此論者認為，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

在中央放鬆對部份領域和地區的控制後，將形成骨牌效應，致使其他區塊

也爭相要求自主，最後達到全面市場化。「地方發展國家理論」則認為，

                                                 
15 林益民觀點請參見Yi-Min Lin, Between Politics and Marke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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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擴張主要源於地方政府與企業間的金權互動。這種說法的提出主要

是因為 80 年代初中央將財政權下放，地方政府於是掌握經濟大權，為了

提高自身利潤留成，各地方政府大力推動市場導向的經濟轉型以增加稅

收，並選擇重點企業加以扶持。 

林益民整合兩者觀點，提出探討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體制，除了經

濟行為者外，更不能忽視的是經濟行為者和政治行為者間錯綜複雜的扈

從、互賴與鑲嵌關係，以及政治行為者間的內部變化。質言之，他把中國

經濟領域區分為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兩部份，前者為一般人熟知的市場機

制，即經濟體間產品交換、資源流通場域﹔後者則強調政治對經濟的滲透

與影響，將焦點擺在「計畫外交易」如何達成、地方政府與企業家如何從

彼此的利益交換中獲利。所以經濟領域的政經雙軌市場是做中國研究時不

可忽視的，也符合筆者尋租假設。 

然而訪談結果卻相當程度證明，台協不足以成為台商獲取政治資本的

管道，因為筆者在高估台協力量的同時，也低估了國家的力量。當前中國

無論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均仍然扮演著強而有力的控制者角色，雖然

在經濟領域，市場機制已經發展到一定程度，但並不代表市民社會趨於完

備；統治系統仍保留某種人民無法跨越的底線，且地方政府的強大代表著

擁有選擇溝通對象的優勢，它可以跨過台協直接與個別企業對話。此外，

筆者本次造訪地區為經濟相對發達、法治觀念相對強化的上海、昆山、無

錫等地，這些地方在全力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之時，也開始注重總體形象

提升，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即為守法觀念，這也使得尋租現象不若假設中猖

獗。 

「強國家」究竟多大程度阻隔民間社會發展，使得台協的集體議價與

尋租功能不可行，下面為筆者的解釋分析。 

一、中國民間社團困境：政治現實下的跛腳社團 

中國大陸憲法雖然明文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但是社團卻無法脫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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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監管而自行運作，其自主權一方面受國家意識型態與黨的滲透；另一

方面則囿於雙重管理機制的政策規範。國家只願意對社會有限鬆綁，代表

著統治系統對於掙脫綁束後的社會力量有所顧忌，擔心它們有朝一日衝破

政治藩籬，危及共產黨統治，所以政府對民間社團運作設下底線，即「原

則上第三部門可以生存和發展，但絕不能對現有政治權威構成挑戰」。 

如是底線具有某些實際功能。首先是將政治上不能出軌當作信條灌輸

到社團的內部規則中，例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管理暫行辦法》第二

條「台協是指以在祖國大陸登記註冊的台資企業為主體，依法自願組成的

社會團體」；第三條「台協必須遵守國家憲法、法律、法規，不得危害國

家的統一、安全和民族團結，不得損害國家利益、社會公共利益及公民合

法權益」。此外，第十一條也提到擔任會長、副會長的先決條件為「遵守

一個中國原則，擁護國家統一，願意為促進兩岸經濟交流與合作積極努

力」。質言之，政治正確的門檻在台協成立之初就已由中共設定好，申請

者唯有在政治上達標才具備基本資格。如是設限肇因於北京對早期台協之

幾點疑慮：第一、台商可能通過台協推廣台灣經驗，並對中國進行和平演

變；第二、台協可能成為滲透或顛覆中國的組織；第三、台協可能對中國

政府施壓，進而成為台灣的籌碼。16 其次，這種要求避免統治系統被迫「轉

型」，確保國家握有決定政策走向的壟斷權。最後，具備政治正當性才能

為社團提供一條接近政府體制、擴大影響力的管道；唯有對政府「輸誠」，

才能獲取統治者的信任；唯有先獲取信任，才有發聲之可能，換言之，忠

誠者才有權發出聲音。17 國家對社團的掌控由此可見一斑。 

Baum & Shevchenko建議以「地方統合」研究途徑探討中國的國家與

社會關係轉變。他們認為當前中國市民社會尚未發展到足以含括政治領域

                                                 
16 韓劍華，<忌憚和平演變，中共「淡化」台商組織>，<<聯合報>>，1992 年 1 月 22 日，版 4。
王美惠，<台商大陸投資政治效應，引發中共當局高度警覺>，<<工商時報>>，1992 年 6 月 19
日，版 1。 
17 郁建興、黃紅華、方立明等著，《在政府與企業之間—以溫州商會為研究對象》，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4，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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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所有範圍，國家仍然持續透過直接或間接手段掌控社會。這當中，

中國與同樣實行統合主義的東亞國家有一個極大差異點，差別之大足以生

成一種完全不同的社會型態與國家社會關係：此點就在於國家對社會統合

功能的執行主要由地方政府為之，而不是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藉由發展

市場、介入企業體經濟行為、重視生產力等方式，與企業產生水乳交融的

共生關係。18

Baum & Shevchenko的「地方統合主義」為本節提供一個解釋性基礎。

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並非各個地方齊頭並進，在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

起來」口號領導下，輔以中央政策的拉拔，東南沿海地區率先走起資本主

義道路，地方政府在對內進行政企改革、產權轉移以及對外招商引資過程

中，擁有相當自主的甄選能力；他們想讓哪些企業生存或什麼樣的外資進

入，則即便是不擇手段亦能讓這些企業在違反中央規定下持續營利。例如

資本主義風剛颳起時，許多地方尚不敢明目張膽引進外資，各地政府於是

想出「假合資」方式，也就是讓外資公司在名義上與地方政府或公營外貿

單位組成合資企業，實際上則完全由外商控制，與外商獨資無異。19 冠「合

資」之名的主要功用在於，地方政府享計畫外收入之實的同時，避「走資

派」之累。 

改革開放早期，東南沿海地區為增加財源，招商不分產業類別或企業

大小，只要能為該地帶來經濟發展的企業都照單全收，這直接促成八０年

代第一批台灣中小企業遷移潮。而隨著經濟板塊從珠三角移到長三角，高

科技產業鏈的群聚與地理分佈也逐漸定型，昆山、吳江等以上海為中心的

衛星城鎮成為台資IT產業聚集最密集之地區。當各地政府歷經卑躬屈膝的

招商引資過程，並與其他地區進行群雄割據搶企業大戰，最終使得高新科

                                                 
18 Richard Baum & Alexei Shevchenko,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ed. by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 Farquh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33-360. 
19 吳介民，<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度動力：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灣政治學

刊》，第三期（1998 年 12 月），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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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定於大上海一尊之後，優勢旋即從出錢的老闆手中轉移至握有行政

決定權的地方政府身上，他們開始篩選產業與企業。昆山即為明顯的例

子：該地做為台商聚集密度最高的市鎮，經濟發展幾乎完全仰賴外資，特

別是台資，目前昆山利用台資已經占到江蘇省的四分之一、全大陸的十分

之一。20 但是當經濟實力累積到一定程度之後，當地政府遂有本錢提高進

入門檻，他們首先淘汰高污染、低技術型產業，招商以高新企業為主，對

象也從台資轉為歐美外資，台商優勢正逐漸下滑。 

上述歷史切片旨在說明，當前大上海地區的地方政府已逐漸擺脫貧

窮，轉趨富裕。在走出凡事為錢所困的窘境後，政府於是握有經濟主控權；

換他們挑選企業，決定與哪些企業對話。可想而知，對話對象以投資金額

大者為先。昆山許多台商即指出，現在除了像台積電、仁寶等大廠外，要

見當地官員已經不是一件易事。21 這當中最大的變化是台協地位急速下

降。台協雖然整合了部分台商力量，但是一來台商優勢不若以往，以中小

企業為主的投資敵不過歐美大型跨國公司，政府服務對象轉向，使得台協

原本即不強大的集體議價功能如今更是無法發揮。二來，政府對話窗口直

接對準大型企業，即便某些大企業已參與台協，政府卻選擇繞過協會環

節，私下對該企業施恩；而台協內部對於這樣的會外接觸也無從制止。 

唯前章筆者曾舉東莞之例做為集體議價之實証，需在此稍做解釋。東

莞台協力量強大已是不爭的事實，它之所以有能力牽引當地政府改革步

調，推動僅為地級市的東莞設立首座台商學校、台商醫院等一系列「制度

創新」，主要可歸因於：一、東莞經濟開放早、地理位置接近台灣，成為

初期台商高度集中的群據點，台商在當地影響力大；而東莞對台商的依賴

至今無法轉移，這是東莞與昆山不同之處。二、遠離政治中心，北京對當

地控制力小。三、台協會長具強烈服務意識：台商學校從催生到上軌道都

                                                 
20 參見昆山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網站：http://www.ks.js.cn/company/taixie/index.htm 
21 此為筆者綜合多位訪談對象觀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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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葉宏燈會長在幕後積極奔走；在他任內也完成東莞各鎮區成立聯誼會目

標，並廣招會員，靠著台協總會與聯誼會，葉宏燈帶著台商打組織戰，充

分發揮集體力量。22 其中最重要的應為第三點，唯有當台商具有強烈集體

意識與凝聚力，力量始得以發揮；加上該地開放早、地方政府願意支持配

合，因此東莞台協的突出表現實為天時地利人和之有效結合。其他地區台

協便無此得天獨厚之優惠。 

在上有中央政府對社會領域有意限制，下有地方政府對大企業選擇性

施恩雙重壓縮下，台協所能施展的政治功能本相當有限，遑論地方政府日

漸富強，台商逐漸被邊緣化的過程中，還望以總體力量日益下滑之整體形

勢對其討價還價。台協集體議價功能之泡沫化也使台商參與腳步日趨緩

慢。 

 

二、尋租收益弱化：法理治國與薄租時代來臨 

    尋租現象與官商勾結是中國歷來最為人詬病的經濟發展阻力，特別在

產權體制轉軌過程中，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私有化或股份化方式無奇不

有，各鄉鎮集體企業或國有企業產權的轉置方式言人人殊，各自擁有一套

自創模式。如是的混亂肇因於從共產體制向資本主義轉軌中，無可避免的

「路徑依賴」與「經濟誘因」間的強烈碰撞：路徑依賴指人民對長期處於

集體經濟下吃大鍋飯、單位終身雇用制等過往的制度性依賴；經濟誘因則

指多做多得、所得私有等自利考量。兩者的扞挌除了用以解釋為什麼有些

地方急速走向私有化、有些卻還停留在社會主義下之地區性差異外，也間

接提示我們租金來自何處。 

Jean Oi & Andrew Walder 在一篇對中國產權轉移的研究中，將中國企

                                                 
22 部分內容參考自林志慎，《外來動力的「制度創新」：「東莞台商協會」成立「台商學校」之研

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頁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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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有權分五類：23

1. 傳統國有或集體所有。 

2. 改良後國有與集體所有：政府將部份控制權和收益權下放給工廠經理

人，工廠享有部分利潤留成。 

3. 公共財簽約制：多出現於鄉鎮企業，政府與經理人為夥伴關係，企業

經理人擁有比前項更多的自主權﹔企業盈餘或虧損由政府與經理人

共同承擔。 

4. 出租公共財：租賃者付固定租金給政府，企業盈虧自負。 

5. 私人所有：政府無所有權。 

從 1 到 5 代表著由集體制往私有制遊移之光譜序列，然而從上往下的序列

轉移在中國並沒有固定模式可循，Oi & Walder 於是將產權轉移過程依經

驗研究結果歸納為四類： 

1.簽約或租賃。 

2.私有化：將政府財產出售給私人。 

3.地方菁英藉由職位之便將集體企業轉移到自身關係紐帶之下。 

4.國家將公積金投資私人企業，政府遂擁有這些企業的股份。 

利潤產生與尋租活動的進行，通常就是在產權下放過程中浮現，這當

中國家釋放出大量經濟利益，政府官僚充當利益發放的第一關守門人。但

是守門同時，官員卻常常裁判兼球員，將利潤撥到自己名下；更有甚者，

他們利用如是的結構性管道設租，使得企業家不得不採取賄賂、私下勾結

等方式取得優惠。早期台商深闇此道，所以登陸後首要工作往往就是與當

地官員拉關係、攀交情，熟稔之後便開始走後門。在法治尚未健全，一切

仍以「領導說了算」的當時，諸如此類官護商、商富官互利共生模式相當

吃得開，久而久之兩造之間就成為共犯結構，也因此整個中國自改革開放

                                                 
23 Walder Andrew G. & Jean C. Oi, “Property Righ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ed. by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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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降腐弊叢生。近來，中共中央意識到腐敗對民生經濟傷害甚深，「反腐」

於是成為當前各級政府的施政目標。 

時至今日，致力整合進經濟全球化浪潮的中國已加入WTO，原本能夠

關著門偷偷放給「自己人」的好處現在必須讓所有外資企業雨露均霑；早

期港台同步享有的優惠政策，也隨著中國與香港「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中九成原產出口產品零關稅，以及開放法律、會計、醫療、銀

行、證券、運輸、貨代等十八個尚不對外開放的服務業項目而優勢盡失。

24 換句話說，現今台資企業在大陸經商是站在與其他外資公司相同起跑點

上，競爭的是資金與技術，靠尋租所能得到的優惠正急速下降，特別是在

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 

中國大陸法治觀念抬頭與尋租功效弱化在訪談中也得到證實，多位經

商成功的受訪者在被問及「與官員的親密私交是否有助於企業經營」時，

均不約而同回答：現在在中國想要靠關係經商已經是天方夜譚，唯有守法

才是企業能夠在大陸永續經營的不二法門。一位台商即明確指出違法之事

不可為： 

 
在這邊違法的事情不能做，因為當地政府對我們一舉一動非常清楚。像有些台

商逃漏稅沒被抓到，以為自己逃過一劫，但是他們也僥倖不久，這邊的稅是可

以無限期追討的，今年沒查以後還是會查到，所以不能抱著投機的心態，畢竟

你在人家的土地上，一切要遵守他們的規定行事。（訪談對象 0408161） 

 

另一為健康休閒產品公司負責人也強調守法較尋租安全，原因在於尋

租對象流動率高，新上任的官員往往對前任官員所做承諾不認帳，一人一

制的結果使得台商花費很高的社交成本，卻不見得回收等值收益： 

 
我們公司堅持凡事照章辦理。像很多台商常常會自己說有多少多少的關係，但

                                                 
24 CEPA相關新聞參見貿發網：http://www.tdctrade.com/cepa/index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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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關係沒辦法幫上什麼忙，因為這邊不像我們在台灣，台灣信用程度高，

說定一件事就真的說定；這邊隨著人走了，以前的承諾就跟著推翻，合約簽歸

簽也只是供參考。這是他們的習慣，講信用的程度跟台灣還是不一樣。（訪談對

象 0408033） 

 

就連無錫台辦人員也認為尋租不必要： 

 
台商花時間與官員建立過密的關係對他們幫助也不大，因為現在強調「服務型

政府」，像我們台辦人員手機號碼都公開，且 24 小時開機，台商只要有問題隨

時都能找得著我們，即便有些台商與我們不熟，基於公務我們也會盡全力幫他

們解決問題。（訪談對象 0408121） 

 

法治高於人治現象具體反應在台商接近政府的管道「結構化」與「單

一化」，當他們需申辦某些手續，或遇到問題要尋求幫助時，通常只要循

著正規程序、找到相應對話窗口即可獲得解決；不同產業別有不同的對口

部門，而總體台商的負責單位就是台辦。 

政府對反腐執行力之深化，代表黨政菁英對國家機器內部掌控權日益

強大，「強國家」得以有效抑制內部人員的不法行為。如是防賄政策使得

欲藉台協做為尋租施力點的台商無法如願，即便他們以協會為載體與官員

發展良好關係，一切仍然必須照章行事；反之，官員考量到未來政治生涯，

也不願為了眼前微薄利益而毀損日後發展。此為尋租假設被否定的解釋之

一。 

另一個解釋面向則類似先前推翻社會資本假設之觀點，亦即政商關係

的發展未必非得倚賴組織方可行。在接近政府管道結構化的影響下，台商

可依產業別與對口單位官員發展關係，當該部門經由長期業務往來，對某

台商以及他的產品熟悉並產生信任後，自然就不會予以刁難，檢查程序也

可能因著關係的建立而簡化。一位上海台辦人員將這樣的灰色地帶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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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範圍允許內的施恩」，並不違法。25 此處所要強調者為，即便台商

有意與政府人員發展私誼，也不必透過台協；或者，若有些中小企業主果

真以此為結交官員之管道，他們加入協會後亦只專注於人情進攻，不會多

花心力在協會活動，所以對台協整體發展無甚貢獻。 

總而言之，尋租之漸不可行肇因於國家對內控管力度增強，法治日漸

凌駕人治，特別在筆者進行田野調查的幾個地區；另有將政治資本做為社

會資本投資者亦可偏離台協場域，以其他管道建構政商關係。需強調者為

本文並非全盤否定尋租現象之存在，蓋政府與企業的台面下利益交換在任

何國家、任何時期均無法杜絕。此處所提僅為相對概念，今昔相對、沿海

與內陸相對，如是靈感得自於田野經驗。 

本節旨在解釋「強國家」對台協政治資本功能的遏止。國家機器對外

成功壓制某些尚不願開放的社會自主性；對內有效處理官僚腐敗現象，在

在衝擊台協轉向全能協會的期望，與此同時也壓縮了台商參與意願。 

 

第四節 集體行動的困境：搭便車與俱樂部財外溢 

台協做為匯集台商共同利益並提供選擇性誘因的假設，除了從台辦兼

任人員以及某些台協幹部身上得到證實之外，幾乎得不到多數台商的認

同。這也可以從幾個層面來解釋。 

首先，台資企業協會的成立並非源於台商倡議，而是兩岸政治角力下

的產物。回溯過往，於大陸設置台商社團性組織最早由台灣全國工業總會

提出，他們希望在大陸成立「台商協會」，同時透過香港或韓國，與大陸

成立三邊仲裁機構，經由這樣的雙重保障機構處理兩岸民間經貿事務。26然

而這方面的運作在大陸處處受阻，大陸非但否決工總所提之「台商協會」，

                                                 
25 此上海台辦人員為筆者於台灣擔任接待任務時結識，該語為談話中所言。 
26 中央社，<工總擬在大陸成立「台商協會」 並透過港韓籌設三邊仲裁機構>，<<經濟日報>>，
1990 年 2 月 17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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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火速於一個月後核准中國主導下的北京「台資企業協會」27，掌握主導

權。日後工總雖欲藉著甫於上海成立的「台商聯誼會」與北京台協分庭抗

禮，並試圖捲土重來申請台商協會，但仍舊無疾而終，台協於是一統於中

共政治體系下。這層初始即蒙上的政治色彩，嚴重削弱協會「匯集成員共

同利益」功能；即便如是功能隨著時間與地區不同逐漸獲得補強，功效仍

不彰。 

再者，台協並不是 Olson 筆下足以克服集體行動困境的封閉性團體，

幹部層級也無法形成擁有高度共識的小圈子；輔以協會對會員進入門檻完

全不設限，會員素質良莠不齊，甚至產生劣幣驅逐良幣現象。上海台協幹

部即證實會員素質存在相當差異： 

 
會員參差不齊，我們只能在理事的部分做篩選，對理事的要求較高，從候補理

事、理事、常務理事到會長，一階一階上去，要上去要等一段時間，作綜合評

估，因為他們代表協會的形象。會員當中確實有比較差的，如違法違規者，我

們只能對違法者按法論處，違規按行政論處。除了觸犯刑法確定被判刑，或超

過一年不繳會費者，我們基本上不會撤銷會員資格，不過會員良窳差距這麼大

確實是個問題。（訪談對象 0408231） 

 

質言之，台協實際上是一個結構相當鬆散的開放型組織，凡願意繳納

會費的台商均在他們招攬之列；更有甚者，無錫台協幹部會主動拜訪新到

企業與未加入協會者，以誠意相邀，提升入會率。 

既然集體行動的困境無法克服，「搭便車」以及「協會俱樂部財外溢」

就是台協當前最大隱憂。「搭便車」現象表現在台商加入協會意願低，或

加入後參與消極。抽絲剝繭直搗問題核心不難發現，這種現象的生成在

於，大陸對台經濟工作不止針對台協會員，而是面向所有台商；一旦台協

提出的建議經政府採納，恩澤披及範圍將涵括協會內外，成為所有台商之

公共財。以昆山市為例，限電問題長期困擾當地台商，昆山台協於是與市

                                                 
27 台協全名在台灣稱為「台商協會」，大陸則稱為「台資企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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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作，向分配電力的江蘇省供電局爭取更多電量。他們希望省供電局

更改全江蘇平均分電政策，取蘇北電量補昆山不足，亦即要求政策向昆山

「傾斜」。在經過一番斡旋後他們如願取得總供電量額度提升，昆山台資

企業現在一星期停兩天電，相較於江蘇其他地方一個禮拜只有三天電，而

且還是晚上供電十二小時的窘境，台商享有非常大的優惠。可是這樣的恩

惠卻無法排除非會員，即便未盡分毫之力者亦同享供五停二電量。正因如

此，許多台商於是寧願繼續當「潛在會員」，或是當個消極的參與者。 

相較於搭便車的排除有實際上困難，則「協會俱樂部財外溢」若非組

織對內控管出了問題，就是制度設計有瑕疵。前已述及，台協會員可任意

夾帶會內資源，將最新資訊或社會資本充當個人財產，共享於未加入協會

的私人連帶，而協會對此無力也無意多做限制與懲處。另外在制度設計

上，台協其實也不排斥非會員參與協會活動，只是需額外收費。如前章所

提上海台協舉辦的博覽會，會員和非會員參展價差大概在一兩千塊之間；

講座也對外開放，非會員需繳費；就連糾紛處理也只有微小區別： 

 
非會員若出事找到台協，協會可以幫你轉到所在地區的台辦或主管部門，但不

幫你發函與出面協調。不過就算入會，有些事也不是百分百能夠辦成，現在台

商有問題反應到協會，基本上協會按照章程來作，但主要還是通過協會的高級

顧問，像牽涉到稅務方面，就找財稅局局長、海關方面的問題就找海關，協會

擔任居中協調角色。不過有些地方還是需要台辦來關心指導，他們是政策指導；

如果牽涉比較大我們會請政府出面協調。（訪談對象 0408231） 

 

由這段訪談可知，台協所能為會員做的僅僅是輕微案件的居中協調，

問題嚴重者須交由台辦或地方政府出面；若非會員找上台協，他們同樣會

將案子轉呈，兩者差別並不大。 

因此最後一個假設不為台商認可的原因在於，理論上只能由會員獨享

的利益在現實中卻擴散到非會員身上；選擇性誘因在吸引台商入會後，卻

無法透過封閉式管道反饋給會員，造成業主對於會員身份意興闌珊。此

62 



國家與網絡環伺下的台資企業協會：協會參與動力之探討 

外，會員間的良莠不齊以及低凝聚力也使得假設中的集體約束力無從發

揮。 

透過實際觀察訪談，本章援引多位受訪者言論，輔以多項理論觀點，

反駁前章眾所視為理所當然之五項假設。在上有「強國家」，下有「韌網

絡」夾擊下，台協註定只能以「弱協會」格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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