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首先論述本文的研究動機，並且對相關的文獻進行研究，主要是分析全球

化，國家與產業政策這兩個議題的相關文獻，說明這些文獻有何特色與貢獻，以

及有哪些部分是本文可以參考，或是有哪些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地方。在文獻檢閱

後，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與問題，採用何種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時可能會遇到的

限制與研究範圍為何。最後，界定本文的重要名詞：國家與產業政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過去國家透過各種產業政策、措施以協助產業發展，為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

（孫克難，民 87a：92）。在尹仲容、李國鼎等人主導之下，建立了一套扶植本

土產業的產業政策，從早年的紡織業，到今日的資訊電子業，都有賴產業政策的

運作。藉由產業政策之制訂，早期的紡織業為台灣帶來高額的創匯，但如今紡織

產業卻面臨了發展的瓶頸，不僅業者不知道該何去何從，國家也同樣徘徊在十字

路口。國家應該如何提高傳統產業的競爭力，安度不景氣的難關，不但攸關產業

的生存，也關係到台灣的未來。 

就我國而言，國家在產業政策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國家違背了自由市

場經濟的原則而以著強硬的手段介入產業發展的過程。並透過政策之制訂協助產

業，以提供更多有利的資源，提供關稅保護等等措施，使某特定產業能取得競爭

優勢，進而蓬勃發展。以紡織產業為例，國家當初的扶植收效確實很大。台灣的

紡織產業自光復初期後隨即崛起，迄今已有五十餘年的光景，歷經不同的產業發

展階段（自萌芽到成熟階段），包括：由起初篳路藍縷的奠基與萌芽階段（1950

年代）、發展階段（1960 年代）、成熟階段（1970 年代）、轉型升級階段（1980

年代）及高彈性整合階段（1990 年代至目前）（黃金鳳，民 88：13-20）。 

紡織業一直都是我國創匯的主要來源，近年我國主要進出口貨品中，紡織業

進出口的總金額（以美元計）如表 1-1 所示。紡織產業從 1998 年到 2002 年間的

出口值在 122 億美元到 152 億美元之間，其出口表現名列第二或第三，仍是佔相

當重要的地位。2001 年紡織品出口 126 億美元，較 2000 年 152 億美元，衰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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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993 年以來新低紀錄；扣除進口值，2002 年紡織業創匯 96.7 億美元，創 1994

年以來新低。儘管近年來紡織業發展日益受限，不過仍扮演國內產業創匯的支

柱，出口金額在 1997 年創下最輝煌紀錄，達 166 億美元；隨後兩年因亞洲金融

風暴及開發中國家低價競之衝擊，又滑落至 150 億美元之下，直至 2000 年重登

152 億美元的高檔。 

 
表 1-1  紡織品進、出口狀況        

單位：億美元 
 紡織品出口 紡織品進口 

1991 年 119.9 26.0 

1992 年 118.4 27.3 

1993 年 120.5 27.6 

1994 年 140.1 32.5 

1995 年 155.3 35.2 

1996 年 156.6 36.3 

1997 年 166.6 36.5 

1998 年 145.5 31.6 

1999 年 141.9 28.7 

2000 年 152.2 29.0 

2001 年 126.3 23.6 

2002 年 121.4 24.7 

資料來源：紡拓會（民 92）。 
 

紡織品與我國各類產業出口所佔之地位，可由近五年我國紡織品與各類產業

出口之比較窺知，如表 1-2 所示。由表 1-2 中我們可以看到，紡織品所佔出口之

百分比，截至 2001 年時，仍有 10%或以上之表現，雖然電子產品、資訊與通訊

產品兩者所佔比例有逐漸增高之趨勢，但紡織品出口對總出口額來說，始終佔很

重要的比例。由此觀之，紡織產業自 1950 年代迄今仍能有不錯的表現，國家是

否居功厥偉呢？這是否表示國家所大力推行之產業政策，及其所使用之政策工具

在現今依然奏效呢？ 

 2



全球化的呼聲，在二十一世紀中貫徹雲霄。在全球化之下，我國整體經濟環

境有了很大的轉變。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是否依然能有效地掌握產業政策，執

行其政策工具呢？全球化毫無疑問地對全世界各國帶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與衝

擊。如同 Malcolm Waters 所言：「正如後現代主義是 1980 年代的主流概念，全球

化可能是 1990 年的主流概念，這個重要的概念將人類社會帶往第三個千禧年。」

（2000:1）全球化風潮發展至今，其效益與衝擊仍未有定論。但在經濟全球化的

浪潮下，企業向外拓展版圖，與全球生產體系緊密結合，是企業得以生存及提升

競爭力最重要也最基本的策略。然而，國家面對此一發展，卻苦陷於「國家安全」、

「資金外流」及「產業空洞化」的兩難泥沼中。國家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與作為，

制訂怎樣的產業政策來因應全球化的衝擊呢？ 

 
表 1-2  近五年我國紡織品與各類產業出口比較表              

單位:百萬美元 
類別 

年 

紡織品 電子產品 資訊與通訊產品 基本金屬製品 機械 其他 

1997 年 16,616

（14%） 

18,025

（15%） 

14,451（12%） 11,535 

（9%） 

14,424

（12%） 

46,971（38%）

1998 年 14,560

（13%） 

16,912

（15%） 

13,774（12%） 10,880 

（10%） 

7,810 

（7%） 

46,704（42%）

1999 年 14,185

（12%） 

21,839

（18%） 

15,143（12%） 11,609 

（10%） 

8,428 

（7%） 

50,433（41%）

2000 年 15,220

（10%） 

31,699

（21%） 

19,556（13%） 13,523 

（9%） 

9,676 

（7%） 

58,702（40%）

2001 年 12,636

（10%） 

23,610

（19%） 

15,670（13%） 11,333 

（9%） 

8,345 

（7%） 

51,307（42%）

說明：（ ）表示佔當年度總額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紡拓會（民國 91 年）。   
 

就我國目前整體環境評估，全球化對國家未來的走向而言究竟會有哪些正面

的影響與負面的衝擊呢？紡織產業在全球化下，會受到何種影響呢？全球化的結

果，使得我國的紡織產業面臨著一系列不利於紡織品、成衣出口的國際競爭力的

條件：加上工資不斷提高，勞動力短缺，以及貨幣大幅升值。而低工資和勞動密

集正是台灣紡織與成衣產業的競爭力（潘美玲，民 90：119-120）。諸如此類的全

球化影響，都很有可能使我國紡織產業面臨嚴重衰退的危機。為此，國家是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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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致力於發展出口產品多樣化與高層次化的出口模式？國家在產業政策上會

有哪些具體措施顯現？產業政策能繼續引領紡織業的未來嗎？  

為了對上述問題有全盤的瞭解，因此第二節先進行文獻檢閱，檢視過去是否

有哪些的研究成果可供本文參考，並藉以釐清本文不同於以往之處。 

第二節  文獻檢閱 

文獻檢閱的部分是針對全球化，國家與產業政策這兩個主要命題。全球化使

得國家角色與產業政策產生怎樣的改變，以及國家在產業政策上是否能因應全球

化潮流，這是本文列為主要的探討因素。因此，本文將先整理國家和產業政策相

關文獻，接著對全球化的相關研究進行檢閱。而本文以紡織產業為個案，因此也

會檢閱紡織產業的相關文獻，一併列入國家與產業政策的文獻檢閱範圍中。 

 

壹、國家與產業政策相關之研究 

 

一、相關文獻 

 

關於國家中心主義的概念，主要是來自於 Theda Skocpol 所寫的《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1979）》，以及《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1985）》一書，與

王振寰（民 85）的「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以及王振寰（民 85）「誰統治台

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 

林建山（民 80）「產業政策與產業管理」一書主要內容為台灣經濟發展進程

與經濟策略發展之特色。進而說明產業政策的意涵、類型及其必要性，以及各國

在產業政策上的不同作法。作者在書中也有遠見地對於我國國際人才之培用與區

域均衡產業政策之作法提出建議，並且比較了日、韓、英三國在區域均衡產業政

策的作法。 

對紡織產業發展歷程描述相當詳盡的書為黃金鳳（民 88）的「台灣地區紡

織產業傳」，書中共分五篇，第一篇主要涵括我國工業及發展政策，台灣紡織工

業的發展階段及背景，紡織工業產業結構，產銷狀況，技術及產業關連性分析；

第二篇針對紡織業下的各個產業進行個別產業的分析；第三篇為台灣紡織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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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來的歷史，與介紹台灣紡織業的主要人物及廠商；第四篇分析國內外紡織

相關政策及其影響；第五篇包括製造業、紡織業，以及紡織各產業之財務結構及

獲利能力分析。 

Robert Wade（1990）所寫的《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一書，是關於台灣戰後發展經

驗最具權威的一本書，被廣泛引用。其中 Wade 呈現了很多政府干預的事實例證，

作為他所提出的管制市場理論的佐證，大致上他的理論認為台灣在過去戰後經濟

發展過程中，產業政策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政府以及經濟官僚體系要具有某

種程度的自主性，要能夠在較高層次訂定出未來發展的方向，並且能夠依據效率

準則對資本做出規範，但同時政府與企業界又必須要保持密切的關係，以至於訊

息能夠充分的流通，如此政府才能制訂出合理的政策並有效的實行，相關理論可

參見 Peter Evans（1992），Stephan Haggard（1990），Chalmers Johnson（1982），

與 Linda Weiss（1995）。Yun-han Chu（1994 & 1995）也初步探討了國家在台灣

近年來全球化及經濟轉型中的改變與對應政策，這些以及其他相關研究都有助於

我們對於台灣產業政策作用的瞭解（瞿宛文，民 90：17-18）。 

 

二、相關論文 

 

以下是檢閱有關國家與產業政策的論文，除了以紡織產業為個案的文獻外，

也包括討論自行車、製鞋業與半導體業，各種產業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之研究。 

 

（一）以紡織產業為個案 

 

研究紡織業的文獻相當多，而各個研究不同領域所著重之重點也不相同。有

人以管理觀點分析紡織產業競爭策略，進行財務績效評估與紡織業生產管理制

度，如：吳明忠所寫的「財務績效評估之研究---以台灣地區紡織業為例」（民 90）

以及賴建芳所寫的「企業電子化步驟~以一台灣成衣業個案為例」（民 91）；也有

以社會學觀點進行紡織女工在父權社會下之研究，如：王實之所寫的「資本主義、

父權社會下的紡織女工：台灣工業化的案例研究」（民 85），像清大社會人類研

究所的邱花妹（民 85）所寫的「自主、工會運作的性別政治──台南紡織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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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個案研究」則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討論台南地區紡織工會對兩性的權力結

構；當然有很大部分是著重於紡織素材之研究。 

本文偏重以國家與產業政策的面向對紡織業進行分析。「國家角色」這個議

題有許多人研究，好比陳燕俠（民 88）是以政策網絡剖析國家、紡拓會及紡織

產業界間三者互動關係，此文詳盡地描述國家角色，整理了 Johnson、Wade、

Amsden 與 North 的觀點，但此文將重點放在政策網絡與紡拓會的組織、經費與

功能定位上，而非著重於國家在產業政策上所扮演之角色；楊炯洋（民 89）也

探討國家機關所扮演的角色，並探究在過去與現在不同的階段中國家的角色是否

有所變化，但此文是著重談論紡織外移、轉型與產業升級的個案，而非本文所要

談的全球化下的產業政策。 

林青妹（民 89）「光復後台灣的紡織業」之研究是針對紡織產業的形成環境

作背景式介紹，也對產業史作歷史性介紹，其中「政策與相關法令和紡織業間的

互動」此節可供本文參考政策之演變，但此文沒有談到國家所扮演之角色與政策

工具的議題。 

如前所述，以紡織產業為主軸的論文相當多，因此作者僅以表 1-3 列出與本

文較為相關，且具參考價值的論文。 

 

（二）以其他產業為個案 

 

除了紡織產業外，也有人由不同產業來討論國家之角色。以表 1-4 列出以其

他產業為個案的研究。 

以謝其達所探討的「從臺灣產業外移論國家角色 ─ 以自行車產業為例」，

與陳易亮所寫的「政府與產業的互動之研究：製鞋業與半導體業之比較」為例，

兩者討論的產業雖然不同，但皆是以波特教授的「鑽石理論」來分析國家的角色，

且皆肯定國家角色之重要性。王文岳一文則是以新制度主義分析國家、半導體與

研究機構，三者共同組成的台灣半導體產業體制，說明這三個制度性行為者之間

制度性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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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以紡織產業為個案的相關論文 
時

間 

出處 作

者 

篇名 內容 

民

88 

中山大

學政治

學研究

所 

陳

燕

俠 

 

國家機器與紡

織產業間之政

策網絡研究--

以中華民國紡

織業（外銷） 

拓展會為例 

此文之研究目的乃替紡織業為夕陽工業之烙印作辯

護。其個案研究著重於台灣紡織產業相互連結之機制

（政策網絡），剖析國家、紡拓會及紡織產業界間三

者互動關係，以紡拓會之靜態制度規範面（如組織、

經費、配額制度與功能定位）及動態行為過程面向作

為個案分析研究對象，藉以佐證政策網絡（紡拓會）

連結國家與社會（產業界）之功效。 

民

89 

政治大

學中山

人文社

會科學

研究所 

楊

炯

洋 

從台灣紡織業

的外移與轉型

論國家角色 

此文討論重點是台灣紡織業在外移與轉型的過程中，

國家機關所扮演的角色，並探究在過去與現在不同的

階段中國家的角色是否有所變化，研究範圍是台灣的

上市紡織公司。而此文所指的外移是在國外擁有生產

線；而轉型則包括了紡織業的轉業或轉投資，以及進

行產業升級與提昇產品競爭力。 

民

89 

暨南大

學歷史

學研究

所 

林

青

妹 

光復後台灣的

紡織業--以東

豐纖維公司為

例 

由工業化及政府政策與紡織業的互動，來探討紡織業

與台灣經濟成長的關係。並藉由紡織業的生產體系及

紡織公司的介紹，輔以「東豐纖維公司」為個案研究，

來建構台灣紡織工業之簡史。 

民

91 

中國文

化大學

經濟學

研究所 

詹

仲

豪 

如何提升傳統

產業競爭力-

以紡織工業為

例 

此文研究重點在於分析傳統製造業中的紡織工業。我

國紡織產業一向是帶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工業，但近

年來，紡織工業在面臨工資、土地、環保成本不斷上

升、勞工意識抬頭等經營環境不利的情況下，經營日

益困難。因此此文經由文獻探討，說明紡織業目前所

面臨的重大問題與衰退原因，並配合問卷，與廠商深

入訪談進行實證分析。作者是採用波特教授的「鑽石

理論」來探討如何使傳統產業重整旗鼓，規劃重振傳

統產業競爭優勢的策略，進而解決其經營所面對的困

難，以有效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 

民

91 

政治大

學經營

管理碩

士學程 

張

滄

漢 

台灣紡織業因

應全球紡織品

貿易自由化之

經營策略研究

此文討論面對公元 2005 年將完全自由化的全球紡織品

貿易，台灣的紡織廠商採取何種經營策略以玆因應？

先由文獻探討，整理出紡織業加入 WTO 並融入貿易自

由化體系之環境架構，繼之分析產業現在形貌、環境

及條件變動，並深度訪談三十二家廠商，豐富的個案

是此文最大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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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以其他產業為個案的相關論文 
時

間 

出處 作

者 

篇名 探討內容 

民

89 

東海大

學政治

學系 

謝

其

達 

從臺灣產業外

移論國家角色 

─ 以自行車

產業為例 

此文研究台灣自行車產業發展與外移，討論國家在其

中所扮演的角色且說明政府與企業的互動關係，由產

業外移前的國家主導，轉變為產業外移後的企業主

導。作者亦是運用波特教授的「鑽石體系」架構來分

析。作者的結論是：國家的角色並未消失，在許多方

面，企業仍舊非常需要政府的配合與協助，而企業如

何讓政府瞭解到其重要性，使政府給予產業更多的照

顧，則是今後政府與企業互動的重要課題。 

民

89 

政治大

學政治

學系 

王

文

岳 

台灣半導體產

業的政治經濟

分析：國家—

產業制度的建

立、發展與  

 轉型 

此文是建構國家—產業關係的模式，以新制度主義的

觀點來說明新興工業國家產業管制模式在高科技產業

推進歷程中所出現的改變。作者以國家、半導體與研

究機構組成台灣半導體產業體制的制度性行為者，觀

察由 1974 年至 2000 年中，三者權力消長所造成的管

制模式轉變。 

民

91 

東海大

學政治

學研究

所 

陳

易

亮 

政府與產業的

互動之研究：

製鞋業與半導

體業之比較 

此文是以製鞋業與半導體產業作為研究個案，前者是

我國傳統的勞力密集性產業，而後者則是現今的高科

技及資本密集性產業。作者藉由研究其發展歷程以瞭

解我國產業結構的變遷，且找出政府在產業發展中所

扮演之角色的意涵。此文之特色在於以知識經濟的觀

點來討論政府的因應之道，且此文也以波特的「鑽石

理論」評估產業競爭力。 

 

貳、全球化相關研究 

 

全球化在二十世紀成為一個風靡全球的現象，大量書籍期刊，各式演講、研

討，都是以此為主題而展開。在《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Nye 

& Donahue, 2000）中，對於全球化有廣泛而詳盡的敘述，包含了經濟、軍事、

科技、文化與環境的全球化，且進一步論述全球化下的開發中國家與專制獨裁國

家與非政府組織，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與挑戰，且談到了因全球化而產生的文化認

同問題。 

在各個面向全球化的現象中，經濟全球化往往有最大的影響力，且有許多面

向的全球化乃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在「經濟全球化」（何竟，周曉幸譯，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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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談到經濟全球化的起源，由商業資本主義的國際根源、國家的衝擊和經

濟自由主義的出現切入，對國際經濟空間的構成、商業趨勢：全球的市場，以及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產生，國家該如何尋找新的調整領域，都有精湛的論述和見解。 

全球化下國家的概念，不再如同以往，在「虛擬國家：新世紀的財富與權力」

一書中（李振昌譯，民 89），推定國家將走向虛擬化，書中對虛擬國家的界定為：

「這些國家看的不是過去，不是未來。開發中國家仍然從土地中生產物資，所以

對領土仍有野心。但是在市場與影響力的關係上，由土地所產出的產品已經不再

具有決定因素，這時候新型態的國家就出現了，這就是虛擬國家，其基礎是流動

的資本、勞力與資訊。虛擬國家盡量減少依賴土地的生產能力，因此不再受限於

國土的限制。虛擬國家及其企業，重視的是世界經濟的市場，對於領土沒有野心」

（李振昌，民 89：4）。 

作者以為，國家的概念雖未必走向完全的虛擬化，但其角色無庸置疑的會隨

著全球化而有所不同。本文所希望觀察的是國家在面對全球化之際，其產業政策

是否不同，是否採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 

除了相關書籍外，研究全球化的論文，隨著全球化議題的水漲船高有日益增

加的趨勢，本文僅針對論及全球化與國家之角色的論文作一檢閱。以表 1-5 列出

以全球化角度切入問題核心，談論國家角色之議題。蔡宜佑（民 88）一文談論

在經濟全球化之下，造成勞動市場供需失衡。國家在處理外勞政策時，勢必面對

經濟成長與社會成本負擔的兩難困境，但國家依然能施展能力，並保持其自主

性。而後兩篇鄒勳元（民 90）、王崇豪（民 91）所著重的是政府治理的問題，前

者以 OECD 國家為例，後者以進入 WTO 體系後的政府治理為主軸。這三篇以全

球化為背景來探討國家角色的論文，也凸顯了即使在全球化衝擊下，國家的角色

依然有其重要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而非如全球化支持者所言：國界已經消

失，國家不再具有影響力。 

對現有文獻進行檢閱後，有助於瞭解哪些議題已經有了充分討論，哪些議題

仍可進一步研究。因此第三節中將嘗試釐清本文的研究主要目的，並說明本文欲

研究之問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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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全球化與國家角色的相關論文 
時

間 

出處 作

者

篇名 內容 

民

88 

中正大

學勞工

研究所 

蔡

宜

佑

全球化歷程中國

家角色之研究—

以我國外勞政策

為例 

此文以經濟全球化為觀點觀察台灣內部與外部之發

展，說明台灣資本大量外移至東南亞與大陸地區，造

成經濟結構和勞動市場發生劇烈變化，使得勞動市場

供需失衡，基層的非技術勞動力短缺。 

作者採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藉由分析我國的外

勞政策，以瞭解台灣於全球化歷程中國家的本質、國

家所扮演的角色與行為、和國家從經濟勢力中自主的

程度。此文結論為：儘管全球化威脅了國家之自主性，

並侷限了國家的能力，台灣之國家仍可藉由外勞政策

之作為，來加大含括逐漸壯大之經濟利益，使國家得

以於經濟成長與社會成本負擔的兩難困境中，施展國

家的能力，並保持其自主性，以追求全球化歷程中國

家利益之考量與維護。 

民

90 

政治大

學公共

行政學

系 

鄒

勳

元

經濟全球化下政

府治理轉型與社

會問題之研究--

以 OECD 國家為

例 

此文主要乃以 OECD 各先進國家的實際情況為個案。

作者主要是研究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下會產生的治

理與社會問題，否定了經濟全球化、政府治理與社會

問題三者間將產生良性互動的說法。最後依上述研究

之發現對我國未來之對策提出具體的建議。 

民

91 

臺灣大

學政治

學研究

所 

王

崇

豪

ＷＴＯ體系下我

國政府治理模式

調適之研究 

此文主要以公共行政全球化的角度，藉由對經濟全球

化、全球治理、以及政府治理模式關連性之理論探討，

以及我國在 WTO 體系下的行政改革實例，描繪出經濟

全球化下政府治理模式的藍圖，並提出具體的行動策

略。作者說明了ＷＴＯ體系下政府治理模式的調適與

政府職能的調適。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對我國國家角色定位與產業政策之回顧，釐清我

國產業發展之背景。接著探討紡織產業政策的演變，嘗試說明國家在紡織產業中

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國家用以發展紡織產業的政策工具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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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無遠弗屆的影響之下，我國整體經濟環境有了很大的轉變。本文欲

討論全球化對我國產業的衝擊與影響，分析全球化下的紡織產業環境，國家的產

業政策及其用以執行產業政策的政策工具如何調整，並說明我國現今紡織產業的

優勢與劣勢為何，其機會與威脅又為何。如此一來，可以瞭解政府在全球化下所

扮演的角色是否不再如同以往，以及全球化對台灣紡織產業發展之意義。最後，

將過去以來的政策工具與國家角色進行比較，瞭解其異同。 

 

貳、研究問題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 

一、國家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所扮演之角色為何？其所使用之政策工具為何？ 

二、全球化對產業政策的影響與衝擊為何？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台灣產

業的競爭力與利基為何？其劣勢又為何？國家的政策工具在全球化之下是否依

然能奏效？ 

三、國家已制定哪些政策與工具以因應之，又國家應該如何修正紡織產業政

策？未來應該如何調整國家與紡織產業間的關係，以因應全球化趨勢的挑戰？ 

 第四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此節主要說明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時可能面臨的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採用歷史結構分析途徑與政治經濟學途徑，並採用文獻分析方

法。 

歷史結構分析途徑強調兩方面發展變遷動力之互動：一方面是重視「縱面的」

歷史變遷動力；另一方面探討「橫面的」結構變化的動力。整個社會體系之結構

變化，必須沿著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出變遷的現象，而且整個體系的歷史變遷必得

藉一些結構的改變來完成（宋鎮照，民 84：16）。 

透過歷史—結構的分析途徑，一方面可以瞭解在產業政策制訂及相關各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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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時空條件，同時更可以界定歷史的推演，來瞭解相關行為者彼此的權力消

長，及此種權力結構的動態變遷，將如何反映到產業政策及產業本身的發展。另

一方面，透過結構的分析，則不只能對影響產業發展的各項因素有一通盤的瞭

解，更可以瞭解其關聯性。Cardoso 認為在歷史結構的研究途徑上，任何社會結

構存在兩股力量，一是尋求自我存續的力量，另一個則是尋求變化的可能的力

量，社會的歷史即是此兩個力量的互動，結構的改變也正是此兩者力量的角力結

果（陳景堯，1996：16）。 

政治經濟學一詞雖由來已久，但是它成為一門學科卻是近幾十年的事，它整

合了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範圍，分析政治和經濟間之相互關係。換言之，它是一

種科際整合的研究，探討市場機能運作和政府機關之互動關係，也就是結合了政

治學的「權力」和經濟學的「利潤」觀念分析。無可否認的，政治干預經濟對國

家發展有其重要性。同時，經濟運作也連帶影響到政治權力的分配與發展過程。

基本上，政治經濟學所關心的是國家機關的經濟干預與自由主義的市場機能運作

間的相對關係，亦就是國家機關對經濟事務之管理方式。Gilpin 強調國家機關和

市場的相互互動和平行共存便形成政治經濟學（宋鎮照，民 84：3-5）。政治經濟

學重視的是政治、經濟與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即以「政治權力」來解決經濟問

題與利益分配，以「經濟市場」為手段來爭取最大經濟效益，以解決社會階級的

需求與分配，同時「社會階級」反映了權力分配的方式。三者間的交叉互動關係，

才能構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較佳典範（郭建中，民 81；蕭全政，民 89；宋鎮照，

民 82）。 

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爭論：國家機關之責任與經濟間的相互

關係。它有兩層意義：第一是國家機關是否應進行經濟干預或讓經濟自由運作。

第二是民間的需求是否由國家來提供，或是由私人部門提供。這爭論也衍生出兩

極化的研究觀點：一是強調經濟市場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重視私有與利己的原

則，對國家機關之干涉經濟持反對與懷疑的立場。另一是強調國家機關對經濟發

展的主導角色，為求經濟發展與穩定，國家機關應有效的調整與控制經濟（宋鎮

照，民 84：4）。這兩者的爭論是本文在探討國家角色時很重要的立論基礎，在

本文後面會詳細討論。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分析方式可分成兩種：宏觀（總體）分析與微觀（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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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宏觀分析是從結構層面加以探討政經結構間的相互互動關係，而微觀分析

則以行為層面為出發點（宋鎮照，民 84：8）。本文偏向以宏觀角度分析，並採

取動態、靜態兩者整合之觀點，即上述的歷史結構分析途徑。 

本文的文獻分析主要是蒐集、閱讀並分析有關本文研究主題的各種文獻資

料，這其中包括了相關論述的書籍及期刊論文研究，相關的學術性調查研究及統

計資料，政府的政策方向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統計資料。 

本文所參考的政府部門資料，包括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貿局，經濟部

的官方網站（http://www.moea.gov.tw），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

技術處所成立之 ITIS 計畫，全名為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Industrial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Services）（http://www.itis.org.tw），此乃經濟部技術處整合

部份參與科技專案之財團法人研究單位（工研院、資策會、金屬中心、生技中心、

食品所、紡織中心、台經院、船舶中心、中科院），結合各領域之研究人員，為

政府及企業界提供全方位的產業資訊及情報。此外還包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

業拓展會（http://ttf.textiles.org.tw），對外貿易發展協會（http://www.cetra.org.tw），

台灣產業全球電子市集（http://www.timglobe.com.tw），以及財團法人中國紡織工

業研究中心（http://www.textilenet.org.tw），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於 1959 年成

立，直接受經濟部之監督與指導。原名為「台灣紡織品試驗中心」，以執行我國

紡織品外銷檢驗為主要工作。1971 年 6 月更名為「財團法人中國紡織工業研究

中心」，配合政策推動品質管制查核業務。1979 年底，進行策略性調整，除積極

充實技術及研究能力外，並同時參與紡織科技之研究發展。1990 年起，開始推

動第一個五年科技專案計畫。  

由這些組織所提供的資料中，可以得知我國產業整體發展規劃方向，台灣紡

織業的最新動態，紡織業每年的生產值及進出口值，以及各部門對紡織業者的輔

導措施，這些皆有助於本文進行分析與評估。 

 

貳、研究範圍與限制 

 

國家與產業發展關係有許多的相關研究，有人以政策網絡的理論來分析，有

人以產業外移與轉型談國家角色，也有許多人以波特的「鑽石理論」評估產業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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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與國家角色。而本文希望以全球化的觀點來討論國家與產業政策間的關連

性，在貿易流動頻繁，全球的資金與進出口都是密不可分的現在，國家應該如何

處理與面對產業政策。本文希望以公共行政角度的政策評估來檢視現行的產業政

策，討論政府是否繼續有效的推行紡織產業政策，在全球化下紡織產業政策能否

奏效，以及紡織產業面對的困境與契機。 

本文的限制是對紡織技術的瞭解有限，但由於技術變革和產業的成長潛能密

切相關，且政府對紡織產業技術之提升有很大的可著力之處，因此本文仍竭盡所

能的瞭解並說明紡織技術與其紡織工業類別，並就產業政策所呈現出來的數據與

資料加以說明與分析。 

另一限制為時間的限制。由於作者時間有限，主要將本文焦點置於探討近十

年來的台灣，受到全球化衝擊下的政府在產業政策上所做的改變，而不去詳細討

論此時間點之前的其他政策。 

第五節  相關名詞解釋 

本文主要研究國家與產業政策之互動，因此必須對國家與產業政策之定義作

一釐清。 

 

壹、國家的定義 

 

一般而言，國家組成的三要素包括土地、人民及擁有主權的政府。粗略地說，

the state，country，nation 三個概念都可能被瞭解為「國家」，而其中的差異就在

於三個概念分別強調三要素之一的土地，或人民，或擁有主權的政府。Country

用來泛稱一般的國家，但特別帶有疆域性的意涵與認同；nation 則強調血緣或種

族性的人民；而 state 則重視「擁有主權的政府」。由於強調「擁有主權的政府」，

the state 與政府（government）的意含又有近似之處。「政府」在概念意含上有廣、

狹二義。廣義的「政府」即指「擁有主權的政府」。狹義的政府僅指「擁有主權

的政府中的行政部門，不包括立法及其他部門」（蕭全政，民 89：69-70）。 

本文對政府之定義採狹義見解，討論的範圍在於國家機關中的行政部門，不

包括立法、司法等其他部門。又本文談到國家這個概念時，或以國家機關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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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政府稱之。 

 
貳、產業政策的定義 

 

關於產業政策的定義，我國學者提出許多的看法，茲列舉如下。 

就產業政策的起源來看，「產業政策」是導源於 15 至 18 世紀重商主義的一

種政府公共政策理念，隨著全球經濟活動的演進會產生量質之變遷，但此一理念

事實上都一直存在於各國主政當局的公共政策抉擇組合之中（林建山，民 80：

A5）。 

有學者是以產業政策的目的來界定產業政策。好比蔡宗羲將產業政策視為

是：「以對各產業之結構、行動及成果具有一定影響為直接目的之國家（或政府）

之政策」（蔡宗羲，民 77：51-53）。Michael Porter 認為：「政府制訂產業政策的

主要目標是：發展提高生產力的人力資源和資本。產業政策的角色就在刺激產

業、鼓勵升級，而政府的政策也應該以創造產業發展的環境為目標，在這個環境

中，廠商可以尋求精密的技術，並滲透到更先進的產業區間，政府也應該影響企

業放棄缺乏生產力的產業或產業環節，而走進更高生產力的產業」（Porter, 1996：

891-892）。 

也有學者就經濟層面來界定產業政策，好比 Johnson 認為：「產業政策係政

府在國家經濟中為維持全球競爭力，而企圖發展或縮小不同產業所採行之政策總

稱。他係經濟三角形中除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之第三面，作為一種補足政

策。他可能係正面或負面，隱藏的或明顯的。」（Johnson, 1982，轉引自楊炯洋，

民 89：20）而亞當斯（F. Gerard Adams）與克麟（Lawrence R. Klein）也是以經

濟角度來定義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是指所有可能會改善經濟供給面潛勢的一切

措施；任何可以改善經濟成長，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均屬之。」（林建山，民 80：

30） 

最後，政府該如何權衡該制訂何種產業政策呢？吳思華就依此將產業政策定

義為：「產業政策應是政府透過公權力的運作，積極介入產業發展（或調整）的

相關活動，以促進某些特定產業的發展，進而達到提升國家經濟發展，促進全民

福祉為目標。制訂該項政策時，需考量世界競爭環境，產業本身條件和國家總體

目標，以決定國家未來理想之工業結構。政府並依此選擇適當之機制，以有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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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目標。」（吳思華，民 77：6）林建山也認為產業政策應該因應經濟發展階

段、自然或歷史條件、國際環境、政治經濟情勢等之不同，其起源、內容、形態

亦有改變，且因國家、時代之不同其實際狀況亦不同。其在各國政策體系上之位

置亦各有不同（林建山，民 80：53）。 

綜上所述，作者將產業政策定義為：國家機關扶植以及振興產業的工具，此

工具可能是正面或負面，隱藏的或明顯的，其所針對之對象產業種類很多，政策

手段也具有選擇性與彈性。一般而言，產業政策具有特定之目的，諸如改善經濟

供給面潛勢，提升國家經濟發展，以及鼓勵產業升級。政府會考量全球競爭環境，

產業自身條件和國家總體目標來制訂產業政策，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是公共政策中

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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