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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區域主義理論與文獻評述 

本節將從新區域主義的發展變遷開始，從新區域主義的基礎之上探討與區

域空間及創新有關的理論發展如何推演至區域創新系統，同時將對區域創新系

統的概念與相關研究進行整理。 

2.1. 新區域主義理論發展變遷 

2.1.1. 新區域主義源流 

經濟與空間的研究在經歷了 1960 年代的計量模型與實證方法的風行之

後，行為主義、人本主義、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等思潮的興起產生了對於計

量經濟時期的空間科學及實證主義方法的深刻反省與批判，區域研究傳統重新

成為經濟與空間研究的核心。1980 年之後，新區域地理學的興起推動了對區域

的地方性（locality）和結構性的進一步研究，地方性提供了相互作用的空間場

所，而結構性則主導著人們與社會結構相互作用的時空過程。Massey 與 Cooke
則進一步將區域視為地域體（territoriality），即大多數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空

間，亦是各種不同的個人、利益團體和社會力量在空間上相互結合而產生作用

的社會綜合體（Massey, 1984; Cooke, 1989）。因此，對區域的性質和其與社會

作用的瞭解，是新區域主義重要的思想基礎。80 年代之後的社會科學進入了一

個跨學門間充滿交叉互動的新時期，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在理

論互動中也對區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中，影響區域研究改弦易轍的理論主

要可分為三個來源： 

2.1.1.1. 經濟社會學 

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認為，市場是由社會建構的，而經濟行

為根植在個人相互關係的網絡之中。Granovetter 延伸了 Polanyi 的鑲嵌性概念

提出一切經濟活動都是鑲嵌於廣泛的社會關係網絡中的，經濟行為乃是社會行

動的形式之一，經濟生活是依賴社會網絡而運做的，經濟制度因此是一種社會

建構，所以市場未必源於理性的需求，而是受其社會與歷史背景、社會網絡的

屬性，包括其對與信任與合作的價值觀念與看法、網絡連結的強弱等，決定了

經濟行為並影響市場的形塑（Granovetter, 1985）。 

2.1.1.2. 制度經濟學 

過去，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經濟學領域中屬於非主流的

角色，而近年來則因為跨學科與領域研究的影響，日益受到經濟學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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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dgson, 1988）。以 Veblan 和 Commons 為代表的傳統制度經濟學認為，市

場是由持久的集體力量所塑造而成的，因此市場的形成是一個被制度化的過

程，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基於個人偏好的市場體系。這些力量包括了

法律、組織等正式制度以及個人習慣、社會習俗、價值觀、意識形態等非正式

規範在內。在資訊不充分、不確定、有限的現實經濟環境之下，因為這些制度

對參與市場的各組織與個人行為的制約與指導，促進了經濟的合作與社會經濟

的運行。同時，制度的持久性及其對個人和組織的網絡行為的強烈影響，使組

織與個人的經濟生活產生了路徑依賴和環境依賴的現象。 

另一方面，Coase 和 Willamson 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在資本主義

生產體系下，市場和階級組織是能夠有效協調生產體系和勞動分工的組織形

態，它們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對於任何一特定的生產活動而言並不存在最佳解，

市場、技術和生產組織是存在於相互依存、鑲嵌於互動制度環境中的系統，社

會政治組織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根本基礎。因此，雖然新舊制度經濟學的前

提假說不同，但均強調市場、技術 生產組織等經濟活動與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

以及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和環境依賴。 

2.1.1.3. 演化經濟學 

伴隨著對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深入研究，演化經濟學

（evolutionary economics）正在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演化經濟學認為，資

本主義是一個由技術和組織創新推動的演進過程，企業面對不確定性和變動性

而持續發展的過程，以及社會制度變遷的過程（Nelson and Winters, 1982）。而

由於演化過程中的不可逆性，技術、市場和制度的發展具有依據歷史軌跡發展

和路徑依賴的性格，受既有的社會秩序與規範和各種現有經濟行為相互作用的

支配，同時，經濟秩序的建構並非傳統經濟學所假設的，處在一個靜態的均衡

狀況之下，它可能基於不同的決策而產生不同的路徑選擇。由於不同的行動者

與網絡的理性會產生不同的經濟行為和決策模式，傳統經濟學的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僅能適用於穩定的可預測的環境，而資本主義的發展

正如前述所言，是充滿動態與不定性的，因此惟有程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和遞歸理性（recursive rationality），才對於資本主義問題的思考與

解決有所助益，對市場進行預測並透過監測觀察、經驗研究和學習反饋等機制

來修正預測的結果（Delorme, 1997）。 

前述的理論雖源於不同學科，但它們卻存在一個共同的觀點：強調經濟活

動既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又是一個鑲嵌於社會中的行為，其演化與變遷受環

境的制約的，又存在因背景所影響的路徑依賴的。這與傳統經濟學強調的均衡、

效用至上、以完全理性的個體為主體的假設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們更重視實

際上存在的非均衡、不完全的競爭行為以及非工具理性的制度化過程。由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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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強調制度此一因素的影響，因此具有強烈制度主義的內涵。 

2.1.2. 區域主義到新區域主義─戰後區域研究理論與政策之變遷 

二次大戰之後，區域研究對區域發展的主要看法為重視區域的資源分配以

協調區域財貨勞務的生產，達到促進就業與所得的目的（Isard, 1975;Alonso and 
Friedman, 1964）。區域經濟的研究取向為靜態的均衡分析，擬定階段性的發展

與規劃政策。此種區域政策走向在 1960 年代之後多為各先進經濟國家所採用，

在凱因斯學派的政策指導之下，經濟政策通常與所得重分配、福利社會有關，

區域發展的目標在扶助發展落後區域，以國家政策與規劃來協助產業的發展。 

1980 年代後，自由主義取代凱因斯學派主導經濟政策發展，自由主義信奉

經濟過程中市場機制的力量，強調對於各種市場與生產環境的去管制化，刺激

區域發展則透過政府給予適當的誘因與投資，在市場機制下引導產業佈局進而

達到區域發展的需要（Tiebout, 1956;Ostrom et.al, 1961）。 

凱因斯學派與自由主義兩種不同的經濟思潮雖然在政府與市場、福利與效

率的認知之間有所差異，在區域發展上卻不約而同抱持著相同觀點：政府應該

站在相當的制高點，採取由上而下的政策來扶助或協助落後區域的發展，同時

引導產業來創造就業、所得與產出。 

以上的區域發展政策與區域研究取向在實際的成效上具有兩項缺點

（Hausner, 1995）：一、凱因斯學派區域政策的確帶來了創造就業與所得的機

會，然而對於區域的實際生產力提昇幫助卻相當有限。同時，引導產業的發展

活動常常產生的反漪效果（Back wash effect）而使得區域無法得到產業生根以

及後續發展的波及效應，無助於區域長期的自主發展；二、自由主義的區域發

展觀採用市場機制來協調發展，通常的結果是讓弱者自生自滅，政府在去管制

化的思考之下抽去原本對於落後區域相當重要的財政支付與補貼，讓體質孱弱

的區域曝露在所謂自由競爭的環境當中，因此無法逆轉區域資源持續失血的情

勢。 

在遭遇諸多困境與失敗之下引起了學界對於區域發展觀的再思考。有別於

過去尋求均衡的區域主義，區域研究聚焦於區域的地理空間、生產方式與形態

的改變以及技術創新...等面向解釋近代區域發展與競爭力的成因。這些理論包

括如新產業區（new industrial district: Markusen, 1986;Scott, 1996;Stroper, 
1997;Castell and Hall, 1994…etc.）、群聚（clusters: Porter, 1990）、創新氛圍

（ innovative milieu: Stohr,1986 ）、 創 新 系 統 （ innovation systems: 
Freeman,1987;Lundvall, 1992;Edquist,1997; Cooke, 1997…etc.）等等。其共同的

論點特色在於：人類經濟與社會發展是由生產技術與生產模式的改變而驅動

的，而在特定地理空間中，則並同受到該空間內背景、制度與社會文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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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此在討論區域發展課題以及制定區域發展政策時應聚焦於區域內的

產業活動、社會背景、政府治理等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環境。這種研究取向明

顯地與過去重視區域均衡發展、強調創造就業與資源分配的區域研究與政策有

所不同，因此稱為新區域主義（Amin, 1999）。 

Lagendijk 認為，新區域主義當中雖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概念與論述，然而具

有主導性與研究實例的僅有極少數，其中主要有五：新產業空間（new industrial 
space）、產業區域（industrial district）、創新氛圍（innovative milieux）、群聚

（cluster）與區域創新系統（Lajendijk, 1997）。 

表 1  新舊區域主義之比較 
 區域主義 新區域主義 

時間 二次大戰後 1980 年代 

經濟思想 凱因斯經濟學派 自由主義學派  彈性與網絡生產 

 制度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 

…… 

區域政策方針  區域均衡 

 資源分配 

 區域差異化發展 

 區域競爭優勢 

區域政策目的  所得重分配 

 資源配置 

 市場機制 

 去管制化 

 產業群聚 

 區域治理 

 區域創新 

區域發展思維 社會福利 自由競爭  產業與地方網絡 

 在地化發展 

 產業創新與創新氛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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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新產業空間（new industrial space） 

加州 Scott，Stroper 與 Walker 提出新產業空間概念，動機是來自觀察社會

因為經濟、政治、技術發展所產生的不均衡現象，透過結合資本主義的管制調

節、勞動分工與交易成本等學說的觀點，提出根植於產業變遷的新工業空間，

其目的在於透過上理論將產業的組織（無形結構）與空間上的聚集（實體結構）

（agglomeration）產生聯結。他們先對於當時生產分散化下產業組織的再集中

於某些地區的趨勢進行觀察，如矽谷、第三義大利等，而這樣的聚集現象又進

一步的促使整個生產體系的進一步分散化與勞動分工體系的解組，形成資本主

義在各地形成彈性積累的現象（flexible accumulation）。由於各個廠商的空間聚

集經濟形成使得外部經濟產生，包括鄰近性而能夠共用資源、交換資訊─減少

交易成本─該地因此產生產業生產的優勢。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二次大戰

後以來的福特式大量生產轉為分散的彈性生產是促使此一分散─聚集的產業空

間出現的原因。而聚集的空間成為成長的中心，中心的周圍有些許與中心之間

的生產關聯存在，再周圍的地區則無法獲得吸引廠商的機會，因此產生了發展

的不均現象，而這是前述的產業─空間的發展演化現象所造成的結果。 

不過，早期的新產業空間概念存在兩點質疑之處，一是其運用產業演化來

推論空間聚集的邏輯。事實上，空間結構變遷的理論通常是用來解釋產業型態

的產生與變遷。第二，新產業空間概念並未說明為什麼這些的特定的空間可以

吸引產業的聚集。原因似乎是對於產業發展的社會與行為面研究的缺乏。 

後期的新產業空間研究開始從結構轉向從治理、文化與制度的角度切入，

納入了網絡做為論述的基礎。其中 Stroper 進一步提出了 Ring-Core 的概念做為

空間生產系統的分類基礎，以增加廠商與網絡概念之間的互相關係。此一

Ring-Core 矩陣是由商業網絡的治理結構─環（ring）、環－核心（ring-core）、
核心─與廠商協作的類型─分散的大型廠商，聚集的大型廠商、聚集的中小企

業。 

同時，對於新產業空間的內涵也從產業─空間演變的因果關係的討論轉為

對於特殊的制度安排、社會傳統（social convention）以及區域認同的所扮演的

角色。其中所謂的社會傳統是透過對於各種不同的生產體系背後的產業與空間

組織發展邏輯的研究來呈現的。Salais 與 Stroper 認為，相對於在聚集當中交易

成本所代表的經濟影響因素，社會傳統解釋了影響變遷過程的動態因素（Salais 
& Stroper, 1992）。因此，社會傳統的不同在某些特殊地域有助於為何產生創新

的社經網絡能夠產生，這回應了對於早期新產業空間的批評。Stroper 進一步將

這 樣 的 社 會 傳 統 解 釋 為 一 種 無 法 交 換 的 相 互 依 賴 性 （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在日漸依靠創新與學習能力的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Strop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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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互依賴性的內涵在邏輯上相較於早期的概念並沒有太大的突破，

申言之仍然是強調某種特定的產業與技術變遷造成在特殊的區域經濟結構轉

變，惟一比較不同的是強調了相互依賴性是使得這些區域所以特殊的原因，而

相互依賴性影響到了學習的能力。因此，社會傳統的軌跡與學習的能力構成了

產業在區域發展中競爭力的主要來源，亦即除了強調組織與技術的變遷之外，

在變遷過程中組織的學習與回饋更加重要。 

同時，管制（regulation）的地位在新產業空間的概念中也從過去經濟觀點

中調節資本主義市場發展所帶來的外部效果轉化為協助競爭力的發展。Stroper
認為廠商與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強有力的支援來追趕世界的發展腳步，而管制

在當下正是具於適於發展的社會傳統及學習能力發展的強有力支援工具。 

2.1.4. 產業區域（industrial district） 

基本上，產業區域與新產業空間對於區域發展的思考基礎並不相同，前述

的新產業空間主要強調經濟力在區域發展中的角色，然而從 Polanyi 與

Granovetter 的觀點，經濟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過程之一，必然的受到社會文化

背景與其溝通方式的影響，而空間則是做為社會發展與溝通平台的角色。 

產業區域的研究對象同樣在產業組織的變遷、生產形式由垂直整合轉為水

準整合以及彈性生產，不過與新產業空間強調彈性積累所不同的是，產業區域

強調的是彈性專業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其中 Pore 與 Sable 則基於「第

三義大利」（Third Italy）和德國南部經濟發展的經驗發現專業化的理由在於勞

力分工的現象是來自其廠商間的互動關係與工作內容的不同而不非生產產品的

不同所產生的社會意義與價值。 

Brusco 與 Becattini 從義大利的經驗歸結出以下的結論：在典型的產業區域

中，主要的經濟驅動者為中小企業的領導廠商，而背後的制度支撐如市場組織

與基礎建設等使得資訊、技術標準、市場門檻、資金的流通更加容易（Brusco, 
1992）。區域的組織建構要素是社會聯結而不是單純的契約交易，是集體價值與

信任而不是單純的市場誘因（Lorenz, 1992）。從治理的角度來看，這些中小企

業的聯盟形成了集體的企業行動，能夠克服大型公司的僵化與缺乏適應變遷的

協調性等缺點。  

Harrison 認為，以上的論點在於強調空間關係當中的社會鑲嵌，產業空間

的基本邏輯就是由於鄰近性有助於經驗分享與建立信任與網絡關係，進而創造

了區域中廠商產生彼此競爭與合作的可能，最後促成區域經濟的成長（Harrison, 
1992）。 

從原本特指發生在義大利的一種區域發展型態，產業區域被延伸為產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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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化（localization）的代名詞。從累積因果2的效應來看，產業空間與勞力分工

形成的空間經濟結構恰能符合面對競爭挑戰的需要。產業區域的概念較新產業

空間更進一步的帶入了社會鑲嵌的觀點，並由此強化了區域發展的網絡性格。 

不過，Grabher 對於產業空間的社會鑲嵌提出批評，他認為產業空間的長

期發展不一定導致絕對的競爭力，這些社會鑲嵌所構築成的關係與網絡經過長

時間的經營可能產生許多弊端而腐化，進而損害其競爭力。他就過去著名的德

國魯爾區（Ruhr）的發展為例來說明該地區在成為工業革命之後成為德國工業

基地發展的百年之後，逐漸形成孤立的僵化的共生結構，因而無法與新興的其

他工業地帶競爭。因此，學界對於產業區域產生的質疑是來自於更多有關其區

域產業社群之間信賴與合作機制的細節為何。 

對此，Sabel 提出了所謂建構信任（studied trust）的概念來做補充，他認為

所謂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可以透過爭論解決過程與制度的設立來養成。社會鑲嵌

所需要的共同文化與歷史可以透過地區的行動者以刻意編織故事與網絡的方式

來產生，因此形成建構信任，不過這樣的論點仍然存有許多的爭議。 

另外，社會鑲嵌的內涵在其他義大利之外的研究也出現了不同的定義。

Markusen 與 Park 的研究顯示許多國家的產業區域中社會鑲嵌的內容還包括了

許多非本地的行動者，其中有許多是受到全球化下跨國企業跨界投資生產的影

響，因此較原先的產業空間的定義之外，還產生了包括輪輻（hub-and-spokes）、
衛星、國家支援的型態不同的社會鑲嵌模式。產業區域因此又納入外部聯結的

思考，不再是原先僅僅強調一地區內廠商彼此和諧的進行競合的發展而已。外

部聯結的思考改變了產業區域對於區域優勢及外部性的內涵，產業空間的研究

內容開始從一般的聚集經濟討論進入觀察特定的治理、管理與管制型態如何影

響產業區域。 

2.1.5. 創新氛圍（innovative milieux） 

                                                 
2積累因果論（cumulative causation）是 Myrdal 的主要概念，他認為建構一個社會體系的變遷理

論不適合用穩定均衡狀態進行論述，並且認為社會系統中某一變數的改變，並不會誘發反向的

變動使系統回復均衡。相反地，它會誘發支持的力量，使得系統的改變成為自我生產不斷擴大，

而更遠離原始的狀態。社會系統並非因此而自我均衡，這是由積累因果論所形成的。在區域發

展的模型上，他認為一旦在某一特定地區開始發展，不論何種原因，這個地區將發展自己的成

長力量。因此，在區域中新的產業區位設立後，就會開始一連串的效果吸引新的產業進入。在

這個過程中，有兩種乘數效果（multiplier effect）值得注意。起始乘數（initial multiplier）指的

是由於新經濟活動的設立，在地區內產生連鎖效果，帶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另外，由於新產

業的設立，從周圍地區吸引就業人口促成都市化，產生了第二級乘數效果（secondary 
multiplier），吸引資本及企業進入本區域以提供滿足急速擴充中的地區內需求。結合上述兩種

乘數效果帶進的新產業，導致本地服務業部門的擴張，並進一步發展規模經濟在區域內形成，

這也誘發了下一輪新產業在本地設立的可能，再繼續新的乘數效果的回合。因此，在 Myrdal
的模型中，生產因素（勞力、資本）的移動會在區域間產生均衡效果，反而會導致在落後地區

產生「反吸效果」（backwash effect），阻礙了該區域的成長，並擴大在區域之間的經濟差距。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區域如果想要發展，非均衡的發展模式才是必然而可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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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氛圍與產業區域的討論內容其實十分相似，強調對於社會鑲嵌、網絡、

地域性的討論，只不過創新氛圍更強調了創新行為所扮演的角色。創新氛圍的

產生主要是來自於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創新育成中心所（incubator）產

生的創新。另外，創新氛圍乃是一群關心創新發展的學者所組成的學會 GREMI
（Group de Recherche Europeen sur les Milieux Innovateurs）所刻意長期推動研

究的理論，並不是分散各地的學者獨自努力的結果。 

創新氛圍的主要論點在於：區域的成功乃是來自集體學習的能力，以及如

何透過共用與收集資訊而降低成本。這些能力來自於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上，透

過地方行動者所產生的網絡降低了不確定性。此網絡的特點在於其具有潛藏的

行為指導、解譯複雜訊息與形成對於產品及科技的共識及信仰的能力（Camagni, 
1991）。因此，因為這樣默示（tacit）的網絡性格所產生的知識累積與區域創新

的能力是不容易為外人所複製模仿的。亦即在創新氛圍中所經由長期學習而累

積的無形資產使得這些發展的經驗難以被成功的向外轉移。 

然而，創新氛圍未能解釋的是在育成的過程之後，外部經濟力量的影響可

能比原來內部的網絡的力量來得更加強烈，因此創新氛圍在定義上存在有解釋

不全的缺點。另外，創新氛圍的氛圍並不是指產業環境，而是在概念形成的當

時所流行的有機體概念下，將氛圍形容為一個區域集體進行創新的行為。因此，

Stroper 指出這讓創新氛圍變成了〝創新發生在氛圍之中，而氛圍即是創新產生

之所〞的概念，換言之發生了套套邏輯的謬誤。 

因此，創新氛圍的晚近發展開始注重更精確的定義何為氛圍，包括援引新

產業空間中環－核心的概念來描述創新氛圍中的網絡結構；將公私部門的夥伴

關係、研究中心與大學的角色、公共政策的影響納入氛圍所討論的範圍之內；

以及制度與學習機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Dosi, 1988）。 

同時，創新氛圍的研究對象也開始擴及落後發展的地區，使得創新範圍的

論述更具有規範性。如 Camagni 認為氛圍的形塑有助於落後地區發展創新網

絡，尤其許多原就存在有這樣的氛圍，然而其創新網絡並未形成的地方，來自

外部的策略促使創新網絡形成就變得更為重要。 

最後，創新氛圍研究的產業對象也開始跨足到其他非高科技產業當中，許

多的產業部門研究都指出傳統產業的創新也有產生在某些特殊的氛圍之中。 

2.1.6. 群聚（cluster） 

群聚概念的提出來自 Porter 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中，企圖發掘所謂「國家競爭優勢」的本質並

予以解釋。他歸納出所謂的「鑽石體系」理論，即某一產業在某一國家內何以

產生優勢地位，其原因來自下列四組關鍵因素：（一）生產因素，（二）需求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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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相關與支援產業，（四）企業策略、企業結構和同業競爭。由於此四

組因素以圖形表示，其狀如一鑽石，各因素間彼此相互關聯，故稱其為「鑽石

體系」，而這四組關鍵因素為主要因素。同時，一國之特定產業之發展及其競爭

優勢又受「機會」與「政府」因素之影響。不過，Porter 並未將後兩變數納入

體系之內，其理由在於不管「機會」或「政府」因素如何有利，假使缺乏前述

關鍵因素之存在，也是徒然，因此機會與政府的因素可以稱之為輔助因素。但

Porter 強調，「政府」因素所帶給產業的影響可正可負，此點對於政府決策當局

在政策與治理上有重要的涵義。結合主要因素與輔助因素，即形成了波特對於

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分析架構。 

另外 Porter 認為國家競爭優勢與產業群聚具有階段性，主要可分為四個階

段： 

（一）生產因素導向階段：在這階段中的國家之鑽石體系中，只有生產因

素具有功能性，幾乎所有在國際上表現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都是依賴基本的生產

因素。 

（二）投資導向階段：此一階段的國家競爭優勢幾乎都奠基於政府和企業

積極投資的意願和能力，主要表現在生產因素、企業策略、結構和競爭環境的

持續改善上。 

（三）創新導向階段：在這階段中的國家，其擁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乃建立

在較完整的鑽石體系上。此時，一般性生產因素的重要性相對降低，創新能力

來自有利的需求條件，堅強的供應商產業基礎和專業化生產因素，使企業朝差

異化和國際化方向發展。 

（四）富裕導向階段：主導這一階段的力量，乃是來自前三階段所累積的

財富。此一階段國家的經濟目標乃放在社會價值上面，人們失去冒險精神和競

爭的熱情，持續投資和創新的行動不再，導致一國經濟走入衰退的局面。 

Porter 以英國為例，英國的經濟發展很早就進入這一富裕導向階段，在一

九八○年代前後，又有好幾個國家表現有這一階段的特色。這類國家有可能重

回生產因素導向階段，部份的先進國家開始以相對較低的工資吸引外國企業的

投資。至於如何避免一國經濟由於進入富裕導向階段而衰退，這正是 Porter 強
調必需寄望於企業策略和政府政策之處。 

不過，就 Porter 本身對於國家競爭優勢的看法，他認為競爭優勢此一名詞

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一國經濟乃由不同產業所構成，而不同產業所需之條件或

環境也會有差異。自此而言，一國條件或環境未必適合所有產業。因此他認為

正確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一個國家成為某些產業在國際競爭中成功的基

地？」如果找到這個原因，此乃這個國家就這些產業而言所具有的競爭優勢。

Porter 的「鑽石體系」就是企圖針對某一特定產業何以在某特定國家擁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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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嘗試提出具有普遍解釋能力的理論架構。 

而國家競爭優勢的理論分析架構如何過渡到延伸以區域為分析對象？

Porter 認為對許多產業而言，其鑽石體系之範疇並不等同於一國之疆域，反而

更接近國內某些地區。一方面，一國之內的不同區域間存在著不同的環境條件，

其對於不同產業之有利或不利狀況也不一致；同時產業發展常表現有所謂「地

理集中性」之傾向，譬如瑞士三大藥廠都位於巴塞爾（Basel），義大利的羊毛

紡織業則集中於兩個城市，美國廣告業更密集於紐約市的麥迪遜大道（Madison 
Avenue），形成產業的群聚（cluster）。在某些狀況下，以此等群聚為單位以應

用「鑽石體系」理論於解釋某種產業的興起與競爭優勢，也具有其意義。 

不過，區域主義中的區域競爭優勢內涵已經與 Porter 的初衷大相逕庭，從

Porter 鑽石體系的構成以及政府的角色是輔助而不是主要的兩個角度來看，這

說明瞭 Porter 強調競爭優勢的形成是市場與動態競爭的結果，他對於政策的目

標在於形成群聚的看法並不贊同： 

“Governments have a poor track record in selecting sectors where the 
subtle conditions for ……advantages are present.”（Porter, 1990） 

“政府在選擇產業部門的發展上的記錄是惡名昭彰的，因為優勢所存

在的微妙情況總是存於當下，難以透過人為來掌握。” 

Porter 對於群聚的概念大部份強調競爭與市場，對於政府在促進合作與網

路的形成以促進競爭力則視為輔助的因素。甚至於他認為合作與網絡反而會減

少競爭的產生，市場與資源的發展才是競爭力的主要動力。因此，當代的區域

競爭優勢研究除了延用其主要分析架構，也對於 Porter 忽略了包括技術進步的

複雜本質、生產過程的社會鑲嵌、廠商間複雜的權力與互動關係做了批評與補

充（Maceau, 1994; McKelvey, 1991; Sally, 1994），進而將區域競爭優勢由網絡的

觀點給予從新再詮釋。 

由於 Porter 認為競爭優勢的產生與維持來自於高度的地方化過程（Porter, 
1990），許多學者因此認為他強調鄰近性（proximity）與廠商的原鄉基地（home 
base）對於競爭力的重要性。同時，Porter 的群聚如同前述所說，建立了產業與

空間經濟之間失落的環節，使得廠商的競爭力與資源的研究焦點有了新的方

向。因此進一步影響到對於生產過程中廠商間關係與生產環境、空間研究的發

展。最重要的改變是對於聚集經濟的看法在於聚焦在有助於競爭力的外部性如

何產生，而不再強調整體區域或都市環境的提昇，因為競爭力的產生在於群聚

優勢的產生，而這是因地而異不是以量取勝。 

而區域競爭優勢進一步結合網絡概念是由 Cooke、Enright、Morgan 等人的

再詮釋所形成的，將群聚與產業組織、研究中心以及其他重要的組織所形成的

產業環境與其進行聯結（Cooke, 1995 Enright, 1994 Morgan, 1996）。其中 En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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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orter 的概念表現在地理空間上，將群聚分為產業群聚與區域群聚兩種。其

中 Porter 的群聚類似與產業群聚，而區域群聚則可以解釋為空間上集中的產業

群聚。簡言之，Enright 的概念將產業群聚包含於內，但還包括了生產體系、生

產綜合體（complexites）與創新氛圍在內。 

區域競爭優勢表現在不同的政策上也出現多樣的詮釋，表現在政策目標上

分別著重於促進不同產業的合作、網絡與制度的建立；區域科技政策的彈性化。

比如在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群聚的目標在於促進地方科技政策的效率；

在蘇格蘭，群聚則用來發展以知識為基礎的網絡關係；在英格蘭，群聚則解釋

為產業廠商的團體，被視為發展地方中小企業策略的基本單元。 

因此，區域競爭優勢在定義上有許多分歧，範圍也相當的廣泛，從區域經

濟體的一部份到地方中小企業的團體。但從其創始人 Porter 的初衷出發，區域

競爭優勢的重心仍在強調如何在動態與市場中分析各別區域的競爭要素組合，

為區域發展找到活路。 

2.1.7. 創新系統 

創新系統的概念的使用，根據 Christopher Freeman 指出，Lundvall 首先使

用了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一詞（Freeman, 1995）。然而，

Freeman 在其於 1987 年出版的著作中已經使用過這樣的概念（Freeman, 1987）。
事實上，國家系統（national systems）的濫觴是 1841 年由 Fredrich List 在其著

作 National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所提出。在該書中，List 主要探討德意

志要如何取代當時大英帝國在世界的領先地位問題與策略，其中可以稱之為創

新體系概念元素的包括了：國家保護與促進國內的工業化與新興產業的發展、

國家如何利用新技術與提昇經濟的成長。但是這樣的概念其實是與當時主流的

海外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主義背道而馳的。而直到 90 年代，才由 Lundvall、
Nelson、Niosi 等人將 List 的核心概念與創新研究互相結合，發展了創新體系的

概念（Lundvall, 1992 Nelson, 1993 Niosi, 1993）。 

2.1.7.1. 超國家創新系統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發展過程和知識經濟的興起，超區域創新系統的

研究成為已開發國家提高區域性集團全球經濟與科技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中歐洲聯盟對歐洲區域創新系統的研究最為典型。不僅成立了歐洲創新研

究、開發及管理方面的網站 (http://www.Coudis.lu) ，舉行歐盟關於創新的主要

會議。1995 年發表歐洲創新綠皮書，制定出可操作的歐洲創新行動計畫，同時

支持進行多項以促進超區域創新系統為宗旨的研究專案，如歐盟社會經濟目標

研究專案(TSER)。在歐洲還有諸多以地域近鄰國家和地區為主要參與者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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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國區域創新系統研究專案，如北歐環波羅的海地區創新系統，德國、荷蘭、

比利時之間的跨國創新網路建設等。 

2.1.7.2. 國家創新系統 

創新系統的研究雖然未成一套正式的理論典範，但在其推出之後已經引起

了廣泛的注意。在 90 年代世界銀行（1991）與 OECD 組織都開始體認到，知

識積累的非實質投資相較於實質的資本投資更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新成長理

論的出現不脛而走。尤其是在 1994 年 OECD 開始正式發展 NIS（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的架構，以提供非傳統對於整體政經分析的參考。換言之，

在跳脫出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經濟框架之後，擁抱一個更為〝真實〞

的理論。OECD 在前述作者的基礎上展開國家創新系統計畫(NIS project)，並對

多個國家創新系統中知識生產、分配與應用進行大規模的研究與調查，同時從

更廣泛的觀點提出 OECD 的系統模式，至 2000 年底 OECD 已經完成了包括奧

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義大利、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及英國等國的

NIS 報告。 

Freeman 進一步從政策觀點指出，創新系統所意味的生產力與競爭力的提

昇不僅僅只是在 R＆D 經費上的投入規模，更重要的是資源如何分配與組織，

進而有能力形成這樣一個管理與分配的系統的國家或廠商才能有快速進步的可

能（Freeman, 1993）。Lundvall and Tomlinson  則強調，應從各國不同類型的創

新系統中，「從比較中學習(learning by comparing)」，以發展本國特色的創新系

統 (Lundvall, 2000)。 

大體而言，國家創新體系是一國之內各創新體系內的參與者，包括公部門、

企業、非營利機構所組成的網絡系統。由於創新系統能協助各國政府篩選並掌

握創新的各種內在關鍵因素，故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重視與肯定，許多積極的

後進與開發中國家政府也尋求自我的國家創新系統做為國家發展策略的基礎。 

在國家創新系統有系統性的研究當中，以 Nelson 的研究最為著名，在對

15 個國家進行國家創新系統的比較研究中，分為大規模—高所得國家、小規

模—高所得國家、低所得國家三個類型。Nelson 認為，國家的規模與影響力具

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這意味著市場與投入研發的規模將會影響創新的能力，具

有大規模產業基礎的國家能進行相當大範圍與高層次的生產與研發，如美國的

航太工業，而這是小國寡民所力有未逮的。但這只是指出在一定的基礎上，國

家的本身條件會對創新能力有一定的影響。制度與經濟或生產體系的差異也是

影響一國創新能力的重要制約因素之一，亦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得低的國

家也有可能因為新的發現、引進或採用政策手段形塑出相對比較優勢來彌補先

天條件的不足，如以色列與南韓的例子（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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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3. 國家創新系統的結構 

國家創新系統的結構，主要可從資源分配與知識擴散的角度來深究。申言

之，亦即探討系統中各參與者的角色、參與者間的互動關係、政策決策執行的

機制與權力關係、資源的分配情況與比例、市場的結構等。以下是 OECD 所定

義之創新體系的基本結構圖（見圖 2-1）。 

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參與者，主要可分為非營利的研究部門、政府、企業三

個主要的組群。非營利研究部門的主要角色在於基礎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由於

科學知識與實際的生産應用往往有相當的距離，不能立即見效，因此企業對科

學知識的生産興趣不大。因此，爲了使科學知識産生最大的公共利益，實現其

社會目標，非營利研究部門承擔著大部分的科學知識研究與開發的投入，主要

投入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中，一般而言非營利研究部門通常是由大學和獨立

的研究機構所組成；而企業主要是應用科學所商品化的成果，以達成其創造利

潤的目的。一般而言，規模較大的企業具有較強大的資金和技術實力，具有比

較完善的創新組織，有能力獨立從事大規模的技術與產品創新研究，然而在創

新思考彈性與多樣性上則因為組織的規模龐大而比較缺乏。中小企業因為規模

較小，缺乏獨立或長時期的研究能力，通常主要依賴快速的引進與轉化現有的

技術成果。然而，在生產方式的改變之下，生產過程的各個部份逐漸分化與專

業化。因此，部份屬於專事創新與研究的中小企業在有效的資金協助之下也能

夠有效的從事創新活動；政府的是國家創新系統中的重要角色。創新過程中，

內在知識生產、市場、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是影響創新系統運作的重要關鍵，

而這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預，透過其政治責任發揮影響力。尤其是發展中的

國家，因為其創新的基礎能力不足，政府可通過多種形式的政策，影響、引導

與干預創新活動中的作用與效率，藉由國家創新體系的運作尋找其比較優勢。 

當然，創新系統不僅只有國家創新系統一種類型，還可進一步分為區域或

部門的創新系統，這是因為全球化的發展使得生產體系得以跨越國際以及國家

治理的影響力弱化的結果（Nelson, 2000）。大前研一也認為，在全球化與國家

影響力弱化的情況之下，就經濟上而言區域的意義大於國家，區域才是真正具

有意義的經濟體（Ohma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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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創新系統基本結構 

資料來源：OECD (1999) 

2.1.7.4. 區域創新系統 

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乃是在於創新的系統面向與學習的制度面惟有透過區

域才能有效的整合，而這個區域的產生是因為全球化的發展之下，國家角色弱

化的結果，因此超國家區域與國家之內的區域在跨國經濟的發展與在地化的影

響下角色更為重要，經濟發展的產生也以此兩者為目標。 

90 年代之後，以都市與區域規劃專業為主的專家學者在參與都市與區域開

發與管理及國家創新系統研究的過程中開始研究創新系統與區域之間的關係，

Cooke 首先提出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1991～1993 年和 1996～1998 年參加了

歐洲有關區域創新系統方面的研究，1996 年主編了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一書，對區域創新系統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進行了詳細闡述；之後又分別從系統

演化和區域創新組織與機構的角度對區域創新系統進行了深入探討。 

另外，其他的學者如 Carlsson  指出區域創新系統是創新系統的當中重要

的分類形式之一 (Carlsson，1999)；Cassioato 在對拉丁美洲國家創新系統的研

究中論述了國家、區域、地方創新系統的關係(Cassioato , 1999)。亦有在研究區

域中對象的發展過程中將研究對象視為區域創新系統的研究，如 Asheim 和
Dunford 對歐洲區域未來發展的研究(Asheim and Dunford，1997)， Saxsonian
對美國矽谷和 128 號公路地區的研究(Saxsonian，1994)，Hassink 對巴登—符騰

堡及英格蘭東北部的研究(Hassink，1992)，Corrigan 對萊茵一阿爾卑斯地區的

研究等(Corrigan，1992)。  

區域創新系統中的系統係指其行動者網絡，也就是技術與知識的生產者、

使用者與仲介者相互之間的作用與關係，亦可稱為區域創新網絡（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Crooke, 1996; Sternberg, 2000,2002）。其中的元素包括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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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組織、研究機構與教育體系、政府及其政策、金融體系，與其他與創新

有關的次系統和社會制度（OECD,1999;Freeman, 1987;Lundvall, 1992;Nelson 
et.al,1993）。 

2.2. 新區域主義相關理論之總結 

本文認為，從新區域主義所發展之理論如新產業區、群聚、創新氛圍、創

新理論的觀察，分別表現在地域空間與產業組織的關係、產業群聚與生產網絡

的形成、以及在地的技術與知識累積，可將新區域主義的內涵歸納為三個理論

支柱─地理空間、網絡、創新。 

2.2.1. 從標準化走向彈性專業化生產─在地化的地域空間與產業組

織 

以「第三義大利」（Third Italy）區域為研究對象基礎所發展的新產業地域

理論認為彈性生產與專業化的理由在於：勞力分工的現象來自廠商間的互動關

係與工序的分化，而非僅是因為產品差異化所產生，兩種分工關係所產生的社

會意義與價值也大相逕庭（Murray,1987; Bianchini,1991; Bianchi,1998）。 

新產業地域理論認為，義大利的典型產業區域（industrial district）中主要

的行動者為中小企業的領導廠商，而區域內的制度安排如市場、商會等產業組

織與基礎建設等使得資訊、技術標準、市場門檻、資金的流通更加容易（Brusco 
and Becattini,1992）。這些區域產業組織的建構要素是由於社會聯結、集體價值

與信任，而非單純的契約交易與市場誘因。從治理的角度來看，這些中小企業

的聯盟與組織形塑與促成企業的集體行動，能夠克服單一大型公司具有僵化與

缺乏適應協調性等缺點。以上的論點強調了相同地理空間背景的社會鑲嵌，空

間的鄰近性有助於經驗分享與建立信任與網絡關係，進而創造區域中廠商產生

彼此競爭與合作的可能，促成區域經濟發展。Sabel 則提出建構信任（studied 
trust）的概念做為補充，他認為信任與合作關係可透過爭端解決過程與制度設

計來養成；社會鑲嵌所需要的共同文化與歷史可以透過地區的行動者以刻意編

織故事與網絡的方式來產生，因此形成建構信任（Sabel, 1992）。 

從第三義大利的產業區域研究可以得出新區域主義當中兩個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產業組織所代表的網絡關係與強調地理空間鄰近性。生產方式的改變─
由標準化量產到彈性專業化─突顯產業組織發展的需要，因而增強產業內的聯

結關係，而此一關係網絡的發展又是鑲嵌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之上，使得地域空

間─特定地理空間的社會背景─的角色突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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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產業與空間的結合─產業群聚與生產網絡的形成 

加州學派的 Scott、Stroper 與 Walker 提出的新產業空間概念將產業組織

（無形結構）與空間聚集（實體結構）（agglomeration）產生聯結（Stroper,1997）。
加州學派認為，跨國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與佔據消費市場，在全球進行生產佈

局分散趨勢，然而卻導致生產行為集中於某些地區的現象，如矽谷、第三義大

利…等。此類聚集現象的意義在於原本生產體系與網絡關係的分散化與舊有勞

動分工體系的瓦解，造成世界各地形成彈性積累的現象（ flexible 
accumulation）。廠商的空間聚集形成空間鄰近性，造成共用資源、交換資訊等

透過互動與聯結的行為產生減少交易成本的可能，因此出現生產上的外部經

濟。由福特主義的大量生產轉為分散的彈性生產是促使此一分散─聚集的產業

空間出現的原因。聚集空間成為成長的中心，中心的周圍有些許與中心生產關

聯存在因此能受到中心的發展波及，其它的地區則無法獲得吸引廠商的機會。

因此在產業生產中心與相關聯周邊地區，產業的分工與互動形成了產業網絡聯

結與產業的群聚；而產業群聚的出現也意味著空間出現非均質的發展。加州學

派的研究具體描繪了生產方式改變之下的區域發展圖像，也從外部性與交易成

本的角度詮釋了產業群聚的原因是由於彈性生產與分工關係形成的聯結與互動

而非單純在地理空間上的相近。 

2.2.3. 技術演進與發展的啟示─區域發展的絕對優勢 

創新氛圍學派認為區域的成功乃是來自集體學習的能力，以及如何透過共

用與收集資訊而降低成本（Camagni, 1995;Maillat,1998）。這些能力來自於共同

的文化背景之上，透過地方行動者所產生的網絡降低了不確定性。此網絡的特

點在於其具有潛藏的行為指導、解譯複雜訊息與形成對於產品及科技的共識及

信仰的能力（Camagni,1991）。這樣默示（tacit）的網絡性格所產生的知識累積

與區域創新能力是不容易為外人所複製模仿的，亦即在創新氛圍中經由長期學

習而累積的無形資產將使得其發展經驗難以向外轉移。 

同時，對於知識與創新研究的興起也對於區域發展如何成功帶來了更完備

的詮釋。對於知識創新的研究發現，知識創新的發展模型並非是線型的單向產

出模型，而是具有反饋的非線型模型（Kline, 1986）。因此，創新並非是單向的

研發─生產關係而是存在整個與生產過程有關的網絡關係當中，創新不能只重

視於研發的部份，整體與創新有關的過程以及各種型態的知識才是更重要的

（Lundvall and Borras,1997）。如可編碼知識（codified knowledge）能透過數位

化科技傳輸而無需依賴地理空間的鄰近性，相反地默示知識（tacit knowledge）
則以技藝、學識的方式藏於勞動力中，而反映在地方背景（regional context）當

中，地方的人力資源與文化背景就具關鍵的影響力；創新的過程具高度的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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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只有透過制度的安排才能減少（Kay, 1988）。這些制度安排包括財產權、

組織與管理、社會價值與習慣等等（Hodgson, 1988）。制度透過標準的建立與

資訊提供減少不確定性，並且協調各行動者的活動及提供規範，制度安排對創

新的偏好亦具有對創新產生誘因與排擠的傾向（Freeman and Johnson, 1997）。 

技術演進與發展─創新的主要意義在於，使用者─生產者（user-producer）
的互動關係之下，某一技術的演進與發展會因為產生一定的使用者與生產者而

阻斷其他種類的技術發展或使用的可能性，產生正面累積效果並對該技術形成

外部經濟，因此形成了技術發展上的路徑依賴。此種技術發展的正面累積對於

產業而言帶來了絕對而非相對的報酬。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區域發展時，技

術累積所產生的是絕對而非相對的比較優勢，這與傳統上對於產業分工與比較

優勢的看法及眼界具有很大的突破與差異性。 

從以上理論的分析歸納，新區域主義當中主要的焦點在於地理空間、網絡、

創新。而此三者之間的關係則是技術、創新造成了生產方式的改變，因而改變

了生產在空間上的布局與產業組織的關係，一是生產的分散化與聚集，二是產

業組織由企業內的層级關係轉為企業間的組織與網絡關係。 

新區域主義的三個主要理論支柱將區域發展的視野延伸到人類生產方式的

改變與地理空間互動影響的領域，在民族國家終結而區域崛起之後（Ohmae, 
1995），區域發展對於人類社會的意義都已不同以往，當談論區域競爭、區域統

合、競爭優勢或是競爭力成為熱門議題時，新區域主義的發展暗示區域發展的

內涵已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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