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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域創新系統 

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是由於當代區域科學─新區域主義的發展以及對於創

新系統的研究所延續的產物。對於新區域主義而言，研究高科技產業在區域內

的空間佈局以及對區域政策制定的影響是其主軸，衍生還包括了對於產業園

區、創新網絡等等區域組織的興趣。自生產過程步入資訊革命與後福特主義之

後，產業在上下游的供應鏈與群聚發展所具備的區域性格影響了過去區域對於

產業發展的看法。同時，此一產業結構的改變中與技術變遷的互動也與創新產

生關聯性，區域創新系統研究因此產生。而在原先的創新系統研究中，國家創

新系統的研究因為全球化的發展之下，國家角色弱化，因此對於以超國家區域

與國家之內的區域為對象，究其在跨國經濟的發展與在地化的影響下的發展顯

得更具意義。 

3.1. 創新與創新系統 

3.1.1. 何謂創新 

創新的概念最早由 Schumpeter於 1939年提出，Schumpeter認為創新是生

產函數的改變，生產函數會由於生產要素的配置組合不同而造成生產產品在數

量、品質上有所不同，而這種生產要素配置的變化就是創新。而這些變化除了

生產新產品，還包括新市場的開拓、新的生產組織、新的產業結構……等等。

就廠商而言，創新對於生產的意義即在於是否能夠先採用新的生產技術生產新

產品而在商業競爭當中產生優勢，而廠商反應出的競爭力又直接與一國或是社

會的生產力、經濟表現產生關聯性，因此創新的重要意義在於能否將知識與技

術商品化形成生產力，而非單純的進行知識與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意即研發與

創新僅是工具與態度，整體社會能否充分創新與運用知識進行生產才是創新的

主要目的。 

起初的創新理論同其他生產函數一般被視為是單一路徑的線性模型，在此

線性模型中，研究引導發展，發展引導生產，生產再引導市場，然而線性模型

其實扭曲了創新的真實現況。實際上，創新面對的是資訊不充分、充滿不定性

的環境，需要回饋的過程來協助行動者掌握創新的進行。線性模型缺乏回饋的

過程，回饋卻是創新過程評估下一階段是可否可行的機制。同時，透過回饋機

制累積的資訊與修正行動者開始進行學習，這正是創新活動中重要的特徵。因

此，Kline 提出了一連鎖式的非線性模型，強調創新路徑的多樣化、網絡化，同

時還包括了回饋的機制（Klin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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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線性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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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非線性創新模式 

如將創新的視野放大到整體的技術、產業甚至於國家、區域的尺度，則此

一創新的非線性模型開始複雜化，所參與的行動者、回饋關係、路徑與網絡都

增加許多，從知識經濟的角度，非線性的創新模型代表創新活動發生在經濟體

的各個角落，這種創新活動複雜化的過程促使得整個經濟體當中的行動者與關

係變成一個複雜的系統，形成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形成的主要基石。 

3.1.2. 創新系統 

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創新系統3係指與創新有關的元素與其間的關係。而這些

關係指稱的是創新元素之間的創新成果─知識─如何以各種資源的形式進行流

動。就知識流動（Knowledge flows）來看就是互動學習，Lundvall 認為創新

系統以互動學習方式而產生創新的過程與組織形態，知識是現代經濟中最基本

的生產要素，而學習是最重要的過程。前述提及，非線性創新模式是創新活動

的表現形態，而創新內涵透過互動學習的方式表現，亦即學習過程發生在所有

的經濟活動中，包括研究發展、教育與訓練、市場銷售及生產活動。在學習經

濟中，學習對創新與經濟成長的作用包括「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從學習中學（learning by learning）」、「從用中學（learning by us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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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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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i(Dosi, etc. , 1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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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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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中學（learning by researching）」。同時，某些研發與創新是由政府

或研究機構所產生的，因此創新的動機不只是為了獲取生產的最大利潤還包括

對於基礎知識的追求與研究，創新系統也會因為這兩類角色的參與以及其背後

的制度、規範、價值而更趨複雜，進一步推動創新的進程（Lundvall, 1992）。

Nelson則認為，創新系統是技術變遷的進化過程中，影響此一進化的重要組織

型態（Nelson, 1995）。 

除了前述的知識流動以外，系統組成還可以其他的形式存在，如廠商為了

獲得知識投入資金進行知識產權的購買以及研究開發的行為，因此透過資金流

動形成的合作或是買賣交易是另一種知識流動的表現方式；另外，知識的生產

主要是透過人類大腦做為學習、交流、吸收與再詮釋，因此研究人員以及其它

人員的技術水準代表知識生產的能力以及潛力，人員的流動也是一種知識流動

的表現。總此，創新的流動或是互動方式在各個創新系統行動者之間是可以由

互動學習、資金、人力資源的三種方式來表現的。 

3.2. 區域創新系統理論起源與內涵 

Cooke 首先對區域創新系統進行了全面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在其主編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一書中，對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進行了較為詳細的

闡述，認為區域創新系統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與關聯的生產企業、研究

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等構成的區域性組織體系，而這種體系支持並產生創新

（Cooke，Braczyk and Heidenreich，1996）。 

Crooke 根據治理結構、商業創新兩個面向對於 RIS 進行了結構上的分類

（Crooke, 1998）（見圖 3-3）。治理結構主要是從區域科技轉移的向度來著眼，

分為基本型（grassroots）：規模僅及於地方政府或是區域，由在地的政府、金

融體系來給予支援，研發的能力以應用或市場導向為主，在技術層次上較低，

同時受到來自地方以外的管制體系影響較少；網絡型（network）：技術的轉移

來自多個層面，包括地方以及國家或是外來各層面，因此其資源的來源也相當

多面，技術水準也有所提昇。同時，由於參與者來自多個不同層次，形成了高

度的協同合作。另外，其發展因為多面向的發展而具有相當的彈性；治理型

（dirigiste）；技術的轉移完全是由外而來，整個系統的發展是由中央政府的政

策來主導，自然在資源與專業化上受到中央的宰制，是單一化與缺乏彈性的。

同時，此一型態的管制性格最為強烈。商業創新的向度是在強調廠商在區域經

濟中的角色，因此範圍從在地到全球化，分為在地型（localist）：少數的幾個主

要廠商扮演區域中的重要角色，但是投入在研發方面的資源有限，地方的公共

研發能力佔比較重要的部份。同時，這些主要廠商與少數的研究機構及地方政

府之間存在很緊密的關係；互動型（interactive）：大型公司與中小企業的角色

在此同樣重要，還包括一些外來的投資廠商參與其中，研發資源因此來自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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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私部門都有相當的貢獻。此時，私部門間的廠商網絡、研究的論壇沙

龍等聯繫跟與政府部門的關係是同樣的重要；全球化（globalized）：而產業關

聯或是產業鏈的發展使得最上游的主要廠商對於最具有影響力。 

 基本型 網絡型 治理型 

在
地
型 

Tuscany 
Tampere 

Denmark 
Tohoku（Japan） 

互
動
型 

Catalonia Baden-Württemberg Quübec 

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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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Rhine-Westphalia 
Midi-Pyre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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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Crooke 的區域創新系統矩陣與相對之研究區域 

Cooke 又在 2002 年對於歐盟的十一個地區進行的區域創新系統以產業聚

集、制度學習、政府治理、資本、互動創新的五個角度進行調查，提出了區域

創新系統的整體框架。其中區域創新系統包括兩項主要系統：知識應用與開發

系統及知識產生與擴散系統（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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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區域創新系統結構 

Wiig 於探討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時，認為廣義的區域創新系統應包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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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創新產品生產供應的生產企業群；進行創新人才培養的教育機構；進行創新

知識與技術生產的研究機構；對創新活動進行金融、政策法規約束與支持的政

府機構；金融、商業等創新服務機構（Wiig, 1995）。其他一些學者，如 Asheim、

Cassiolato 和 Carlsson 等，也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綜合分析

已有關於創新系統以及區域創新系統的定義，可以認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至

少應包括以下基本內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間範圍和開放的邊界；以生產企業、

研究與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地方政府機構和服務機構為創新主要單元；不同

創新單位之間通過關聯，構成創新系統的組織結構和空間結構；創新單元通過

創新(組織和空間)結構自身組織及其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實現創新功能，並對

區域社會、經濟、生態產生影響；通過與環境的作用和系統自組織作用維持創

新的運行和實現創新的持續發展。(Asheim,1997 Cassiolato,1999 Carlsson,1999) 

區域的概念界定在傳統的 NIS 學者與 RIS 學者之間產生對 RIS 不同的看

法。對於傳統研究 NIS 的學者而言，區域創新系統的存在乃是因為區域是國家

的子系統。Breschi 與 Malerba 即認為，技術與各產業部門的發展路徑會造成不

同的地理空間特性，並且產生了如產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一樣的地方系統。

Howells 則認為國家內的區域其地理空間與管制環境將影響到 NIS 的創新能

力，而這直接與區域的制度系統產生關聯性。綜上所述，RIS 的在地學習與創

新將衍生出在地的智慧形成整體 NIS 的創新能力積累。 

對於 RIS 的研究學者而言，RIS 是一具體而微的 NIS，具有其獨立性與動

態發展，而不僅僅是 NIS 的子系統或是次系統而已。因此，他們的研究重點多

在 RIS 的內部連結與動態均衡，外部連結與整體國家的鑲嵌性較不是其重點。 

這代表的現象是 NIS 所指的區域是操作性的概念，而 RIS 所指的區域卻是

抽象性的。操作性的概念常常是以行政區域做為界定，便於在現有的行政治理

範圍內進行討論；而抽象性的概念比較能夠從理論的框架與邏輯上出發，解釋

範圍內各元素的相互關係。Cooke 認為在釐清區域的時候必須注意四個前提，

不限規模大小、內部同一性、區域對外的相對特徵、區域內存在一定的系統關

係。 

RIS 的概念架構除了創新系統之外，還包含許多前述與新區域主義有關的

概念，包括建構信任（studied trust），即社會資本與信任的系統化建構（Sabel, 
1992, 1993），有助於市場與合作機制的產生，具體化系統的概念；群聚

（cluster），從產業群聚的觀點強調各產業部門的系統特性；產業區域（industrial 
district），此一概念從進化的角度說明瞭 RIS 的發展歷程與軌跡；創新氛圍

（innovative milieu），說明網絡在技術與知識擴散上所扮演的功能。 

觀察 RIS 研究背後的動機可發現，研究區域經濟發展成功或是 RIS 發展的

目的在對於近代管制角色的爭論與再思考。Crooke 即認為，過去的經濟管制目

的在於節制資本主義的運作及在不同空間的影響，以便維持經濟活動的持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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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與競爭，而不致在其所帶來的外部性、混亂的離心力運作之下崩潰。而今日

對管制的再思考意義則在於，管制可能對資本主義而言是不必要的束縛，但對

於廠商而言卻是使其更具競爭力的重要的元素。亦即管制的角色不再只是減少

外部性的工具，它也可作為地方治理的工具，用以啟動地方競爭力。這與過去

從資源分配公平及政府角色的思考是有所不同的。藉此，RIS 的研究發展成一

研究區域能力的理論，也是延續新區域主義理念之下各發展理論的綜合體。 

3.3. 區域創新系統的立論基礎 

將區域創新系統視為科學研究的框架與方法，首先必須要對其研究中的命

題核心進行瞭解。此一命題核心即該理論推演的出發點與指導方向，當核心受

到挑戰與反駁的時候，代表此研究的方式將被推翻。而圍繞著命題核心之外，

存在許多的概念與事實給予支持，這些概念與事實的產生有的來自 Popper 所認

為的特定事實（stylize fact），也就是從命題出發由上而下有系統的觀察所得；

或是來自 Khun 所認為的，是長久以來的經驗研究所萃取而成，而他們都是可

能隨著環境與背景而有其差異。而透過這些概念與事實的不斷累積，強化了此

一命題所代表的研究內涵與深度。 

從區域創新系統發展以及其延用的理論來看，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區域創新

系統的理論出發點與命題是建立在： 

 將技術與知識創新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上 
 相同與相近的地理空間是影響此一系統的重要背景與平台 
 此一系統的主要內涵是行動者─網絡的結構，其間的連結主要是知識

的流動 

根據 OECD 的創新系統定義，創新系統的假設是建立在技術創新對於發展

的影響至為重要之上，而其中各主體之間的聯繫是推動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為，

技術創新是整個生產、分配與應用各種知識的系統在經過複雜運作之後的結

果，而一國的創新成效受到這個系統內各個角色如何相互聯繫與組成的集合體

而影響。這些角色主要是企業、大學與公共研究機構與其中的工作者。其聯繫

的方式可以為合作研究、人員的交流與轉職、專利的交流與購買、設備的引進

與交流等等。雖然此一創新系統的普遍定義尚不存在，但是其相互作用的網絡

結構或是系統卻是受到重視的（OECD, 1997）。 

因此，我們可以解析出技術創新對於發展的重要性是此一創新系統主要的

命題核心，而其推動的媒介與方式是透過創新過程中各主體的相互聯繫。 

區域創新系統中定義的區域是社會而非自然的地理空間（Cooke, 1997）。
區域內的歷史與文化對於當地的社會與人們行為決策有制度性的影響，這同樣

會影響創新系統發展的路徑選擇與偏好。區域內的歷史與文化是區域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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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會經驗的累積，並可以從發展過程、內向性與外向多元性三方面來說明

（Pilon, 2003）：發展過程累積的是區域氛圍，提供落地生根的意義與認同感；

內向性是區域發展中社會資本與信任關係，這會影響社會交易與協調成本；外

向多元性則是區域對外的開發性與文化價值的多元性，這與區域內各種活動交

換複雜程度有關，進一步涉及區域內的互相學習。創新活動在根植、進行與互

動受到以上三個特性的制約。 

由上可知，區域背景對於創新系統的影響來自於制度、文化及價值背景與

鄰近性。制度的影響是因為區域可以使得區域範圍內的創新系統各部份相互作

用時，減少摩擦與衝突；文化的影響使得潛在的知識更容易交流；鄰近性的影

響在於減少交流時的限制，這包括空間上的鄰近性與技術上的鄰近性（Kirat and 
Lung, 1999）：空間上的鄰近性是行動者間互動的實體物理空間，但並非鄰近性

的充要條件，技術上的鄰近性則是在地理空間的基礎上透過各種生產關係所形

成的相互依賴性，這點促使各行動者間存在互動的基礎，產生實際的鄰近性。

區域的框架透過制度、文化與鄰近性大幅減低了創新系統運行的交易成本。從

區域的觀點分析創新系統，能夠定義創新系統範圍的獨特性與彈性，進而深入

了解創新系統的構造與內涵。 

因此，區域做為分析單位能夠更具有獨特性與彈性的從空間的角度來定義

創新系統的範圍。從區域的尺度來研究創新系統可以比從國家的尺度得到更廣

泛與深入的瞭解與分析。 

3.3.1. 區域創新系統乃是一種制度安排的概念 

由於區域創新系統的核心命題是技術進步、創新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進

而在真實的政治經濟環境之中，知識、科學與技術已經成為除了資本、勞力、

土地之外，第四個重要的影響要素。在這樣的體認之下，如何產生並引導此一

要素以推動經濟之發展，成為政府以及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思考方針。 

區域創新系統中，以知識技術為主的知識流動以及企業、科研機構、政府

與仲介支援機構互相之間的網絡是其關鍵的特徵與拓樸。其活動除了原本的企

業生產、科學研究與教育、行政管制、金融投資等之外，還包括所謂的創新活

動，也就是知識與技術的商品化。這些活動的頻繁情況與各參與者的角色扮演

是否恰當溝通是否暢通，代表著創新系統運作是否具有相當的成效。 

因此，以研發、創新為主軸，促進其商品化與流動的思考已成為各種經濟

發展政策設計上的重要原則。知識經濟的重要性日增與愈來愈多參與者的投入

迫使得區域創新系統的制度安排愈形重要。 

3.3.2. 知識流動透過系統的各組成部份間的相互作用來傳遞 



 

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 

 

 3-8

區域創新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內涵是創新活動的進行─技術與創新的商品

化，這除了單純的促進技術轉換為商業利益的概念之外，各參與者之間是以選

擇、組織、創造等方式在進行創新活動。對於企業來說，企業是技術商品化的

主角，而對區域內的政府與其他參與者來說，他們構成的是制度空間，決定了

技術創新的可能方向。因此兩者之間會產生相互作用，而不是單向的或線型的

作用。 

3.3.3. 相互作用最主要的方式為學習 

創新活動最主要的意義在於選擇、組織、創造、儲存、轉化知識與技術，

這樣的方式其實就是探索思考，也就是學習的過程。因此，Lundvall 認為知識

存量的增加為現代經濟成長的基礎，而學習是這種增加與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

（Lundvall, 1992）。這種學習的方式是互動式的學習（interactive learning），與

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分配、消費是相互結合的，也是創新的經濟生產當中，重

要的知識如何形成可投入生產要素的方式。而 Lundvall 將學習的方式進而分為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提高生產效率；用中學（learning by using），提高

系統效率；互動學習（learning by interacting），提高創新思考效率。透過這樣

的學習方式，創新活動的進行因此是互動的激發而非單向的知識傳遞。 

3.3.4. 區域背景對於其發展有關鍵的影響力 

區域的不同發展軌跡所產生的區域背景（regional context）會形成各區域有

其特有的特徵，包括政府的管制角色、文化、語言習慣等制度，對於區域創新

系統來說這些專有的因素對於創新活動與系統的發展與變遷同樣會產生直接的

影響。這些無法移動與複製的特定背景是使得區域創新系統的拓樸以及經濟發

展表現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 

3.3.5. 運作效率與發展軌跡與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從區域創新系統的命題技術與知識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可知，區域的

經濟發展成效即其創新系統的函數，能否在當下有效的應用技術與知識投入生

產為決定的關鍵，創新系統的方向與效率就代表著能否有效應用的效率，減低

其中的交易成本。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討論區域的競爭力時，區域的知識

與技術創新也對於競爭力有重大影響。從 saxenian 對矽谷與 168 公路所做的區

域優勢探討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存在著區域創新系統的比較，孰能從中勝

出有賴於其創新體系是否能夠較對方更有效的應用技術與知識創新。 

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知識的普遍性已經隨著通信技術的發達，隨著全球

化的角度無遠弗界的廣為傳播，知識作為生產過程中間的重要投入也為世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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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認。然而，世界各地的經濟發展仍然產生懸殊的差距，乃至於一國之內

各個區域也有所不同。原因在於目前知識的差距遠不如應用知識能力進行創新

活動的能力的差距，這意涵的就是在新的生產方式底下創新系統對於經濟發展

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 

3.3.6. 區域創新系統的系統失靈問題 

區域創新系統與其他創新系統一樣並非完美無缺的，雖然因為區域背景的

關係而使得各別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從發展的結果有所

高低來看，各區域的創新系統本身還是有可能存在系統失效（system failure）
的情形。OECD 組織對於創新系統的失靈歸結出可能的三個方向：系統內的行

為者缺乏有效的互動、基礎研究的方向與產業的應用發展方向不能匹配、企業

的學習能力不足。而這樣的系統性失靈較之一般經濟上的市場失靈而言更加的

嚴重與難以矯正，因為牽涉到制度安排上的結構性問題。然而在知識經濟的時

代，技術進步與創新速度一日千里，這樣的系統性失靈卻使得區域無法迅速而

有效的創新，進一步導致區域差距的擴大。Pavti 因此提出在這樣的系統失效與

競爭變化加劇的情況下，政府必須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透過技術創新網絡化與

改進企業學習能力的方式來面對系統失效的問題（OECD, 1997）。 

3.3.7. 區域創新系統沒有所謂最佳範式 

區域創新系統是透過不斷的發展與變遷而形成的，對於發展中的新區域來

說其中有很多特點雖然可以透過模仿的方式來學習複製，然而本身的區域背景

仍存在更多的自我制約。因此，所有的區域都存有其區域創新系統，也有可觀

察的發展成效可以比較，然而各別而言卻是獨一無二的。透過劇烈的手段也許

能夠改變外在的發展條件，然而系統內部的穩定力量所反饋出的結果也可能給

與區域帶來未知的後果。 

從前述對區域創新系統一些事實的陳述以及最重要的核心命題的論述，我

們可以瞭解雖然在目前未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學域以及理論體系的情況之下，透

過區域創新系統依然可以捕捉到從技術與創新的角度來對區域發展進行觀察與

分析，並在這個基礎之下來進行後續的研究。 

3.4. 區域創新系統的結構 

區域創新系統的結構係指參與創新活動的系統間各組成部份的相互關係架

構，也就是知識與技術的生產者、使用者與仲介擴散者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與

關係。OECD 組織認為，這樣的相互關係觀察的重點在於技術與知識創新的流

動表現；Lundvall 則強調生產者─使用者的關係，而建立在一個空間範圍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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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上；Nelson 則把研發作為研究的主要重心所在。綜而論之，相互作用與空

間平台可以視為是區域創新系統的主要結構，然而生產者─使用者的觀察角度

比較適合進行創新系統的個體性描述，對於總體性的區域創新系統而言，直接

與表現在外的經濟發展成員有關的制度安排則比較沒有前者所具有的局限性。 

Daniele 與 Johnathan 就既有各地創新系統的案例研究中提出創新系統的結

構中可以從六個主要的部份來觀察（Daniele and Johnathan, 1997）：教育與訓

練：教育與訓練代表創新系統中人力資源的素質，而這對於知識生產系統而言

是最重要的投入資源。而教育與訓練又因為區域背景的差異而造成其內涵有所

不同，是值得觀察的第一部份；基礎科學與技術能力：基礎科學與技術能力代

表著一地所具有的正式研發活動能力，在對於創新活動的進行有重要的影響，

也是比較容易取得資料的部份；產業結構：由於創新活動中將創新成果商品化

的主體是企業廠商，因此一地的產業結構將影響其創新的路徑選擇；技術領域

優劣分析：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除了少數的例子如歐美

部份先進國家外，都已呈現專業化的現象，技術領域的分析正有助於瞭解創新

的〝產業結構〞，可以瞭解創新系統的發展方向；系統內的相互作用與拓樸：各

創新系統內的不同參與者其相互作用與聯繫組成的方式大相逕庭，這種相互作

用的強弱對於創新系統的發展極為重要；技術引進：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是在技

術專業化之下必須觀察的內生部份，尤其對於發展中的創新系統而言，在缺乏

必要技術能力下引進技術往往是影響創新系統在初期發展的重要因素。 

其他許多的研究也從不同的角度將區域創新系統分為許多部份，如 David
對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區域創新系統分析中，在安大略的創新政策環境的平台之

上對於技術的引進與擴散、產業內的合縱連橫以及產業文化進行分析。而其創

新政策環境的平台包括省政府與聯邦政府的管制角色、科教與訓練基礎設施、

影響創新的賦稅與金融環境（David, 1998）；Cooke 則以威爾斯為例，將分析平

台建立在創新與科技政策、產業群聚、治理結構之上，將其創新系統分就科技

監控成果、基礎與應用研究、技術轉移與行銷、教育、產業關係、金融、治理

與管制傳統等方面來進行探究（Cooke, 1998）。 

綜合前述的研究結果與分析我們可以瞭解，不論各地的差異如何，區域創

新系統的結構都包括創新活動中生產者、仲介者、使用者三者的相互作用，而

企業廠商、研究機構、教育與訓練組織、產業結構與組織、政府、金融體系、

區域的歷史文化等是這些生產者、仲介者、使用者以及制度安排的具體代表。 

3.4.1. 企業廠商 

企業廠商在創新系統當中是最主要的參與者，企業為了面對市場上的各種

需求而進行生產，而其管理技術與知識以投入生產的過程，就是創新系統中最

主要的活動之一，也是一般認為知識與技術商品化過程的主要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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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經濟時代，產品的知識加值對於產品利潤貢獻極大，因此對於企業

與廠商來說具有刺激創新的誘因；而企業本身在市場當中，許多在市場上的經

驗知識與技巧只有企業本身可以提供；因此，從事科學與技術研究的單位也必

須透過企業才能將其成果轉化為商品進入市場。 

因此，企業在創新系統中作為最主要參與，同時具有仲介知識商品化的橋

樑功能，可說是創新系統中的主體（OECD, 1999）。 

3.4.2. 研究機構 

研究機構可以分為企業投資、非營利以及政府的研究機構，他們的角色在

從事各項專業化的科學研究，包括基礎與應用的研發。在過去，由於科學研發

轉化為商品化沒有適切的管道，通常需要很長久的時間完成，而且知識加值在

商品內的貢獻有限，因此一般企業或資本不願意投資於曠日廢時的研究之上，

因此非營利的研究中心與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在這個時期負責許多研發的工

作。然而在知識經濟的生產結構之下，對於企業來說研發的投資價值可以在產

品貢獻度上突顯出來，因此企業開始投入自己的研發中心設立，或是以資本的

方式與各研究中心合作。 

另外，研究機構的員工是許多企業重要的人力資源來源，特別是在製造業

與科技產業之內，知識的流動會透過這些人力的流動以及其所攜帶的人際網絡

而完成。而這人力或成為新的企業主，或運用其知識在企業當中開發新產品，

從事創新的活動。 

3.4.3. 教育與訓練組織 

教育與訓練組織的角色在於促成學習與技術擴散，隨著知識技術的專業化

與複雜化，能夠充分的掌握知識技術成為創新的關鍵，也就是提昇學習的能力。

而教育與訓練組織能夠（一）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透過增加人力對於知識與

技術的學習能力與存量，提高知識流動的效率與知識生產力；（二）透過教育與

訓練組織的仲介，知識與技術可以透過此一管道進行傳遞。 

3.4.4. 產業結構與組織 

產業結構與組織是觀察區域經濟活動的重要拓樸，由於產業的結構內表現

了產業的類型與組成，可以進一步瞭解其產業在創新活動上的特性與可能的網

絡型態。 

另外，產業組織是產業社群的表現，從產業社群的發展可以觀察企業廠商

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關係，也是創新體系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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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政府 

一般而言，政府在創新體系當中的角色主要是在仲介者與制度安排之上，

政府對於經濟資源的配置以及政策的調節向來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而在創新體

系當中其對於鼓勵創新的補貼政策、教育體系與產業發展管制等制度的偏好都

有重要的關鍵的影響。 

3.4.6. 金融體系 

金融體系對於區域創新體系而言主要的影響在於兩個方面，首先是知識流

的表現方式也可以資金流的方式所表現，特別是在投資於研發與購買知識產品

與設備。另外，從此角度延伸可以進一步瞭解的是金融體系對於知識與創新產

業的資金偏好，以及金融體系本身是否有足夠的穩定度來應對創新產業所面臨

的高度風險。 

3.4.7. 區域的歷史文化 

區域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對於當地的社會與人們的行為及決策有制度性的影

響，這同樣會影響其對創新系統的路徑選擇與偏好。 

區域的歷史與文化的內容乃是區域發展過程中社會累積的經驗與啟發的總

體。因此，歷史文化的內容可分為其發展過程、內向性與外向多元性，發展過

程所累積的是區域氛圍，提供落地生根的意義與認同感；內向性是區域發展中

建立的社會資本與信任關係，關係到社會進行交易與協調的成本；外向性多元

性則是區域對外的開發性與文化價值上的多元性，與區域各種活動的交換複雜

程度有關，進一步涉及到區域內的互相學習。創新活動在根植、進行與互動方

面受到以上三個特性的制約（Pilon, 2003）。 

3.4.8. 區域創新系統結構的組成方式 

從網絡型系統的觀點來看，可將以上的結構次分為網絡內的節點與連結兩

部份。政府、企業、研究機構所扮演的角色為節點，而透過教育、產業、金融

三個連結關係，知識、人力、資金三種主要的流在這個系統的各節點上進行流

動，而此一系統又由於歷史文化的背景而具有其特殊性。 

另外，從活動者與創新活動的角度來看，區域創新系統的結構亦可以分為

創新行為、直接創新者、影響創新者、制度背景四個部份（Liu and White, 2001）。
創新行為包括創新當中的投入、產出與應用，因此自然包括產業生產、創新成

果與金融活動，而直接創新者包括任何在創新過程中可能的創新產出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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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政府、企業、研究機構。然而，這些創新產出者亦有可能受到其他角色

的影響，也就是影響創新者的行為，指涉影響了直接創新者的行動。從第二章

的案例分析中吾人可發現不同區域創新系統內推動創新的動力有所不同，如丹

麥是市場與企業，法國的 Mid-Pyrenees 是由政府主導，這樣的關係代表著創新

的主導力量可能來自於直接創新者，也可能來自影響創新者。如丹麥的案例即

顯示，直接創新與影響創新的力量都主要來自企業，而 Mid-Pyrenees 的直接創

新者（企業、研究機構）受到影響創新者（政府）的力量較深。影響創新者可

以透過產生創新誘因、環境與制度安排或是直接行動的方式影響直接創新者。

因此，在此結構的分類當中，政府、研究機構、企業的角色是直接創新還是影

響創新者的往往是相對的程度上有所差別，在不同區域的制度背景之下有所不

同。而制度背景，包括區域的歷史文化、教育、產業組織、金融體系等制度的

集合，即是直接創新者與影響創新者互動角力的平台。加入此一角度的分類，

對於區域創新系統結構的瞭解除了網絡關係之外，還加入了進一步對於系統內

權力與治理關係分析的可能。 

 

研究機構企業

政府

歷史背景與文化

產業結構

與組織

教育訓練
與組織

金融
中

介
網

絡

 
圖 3-5  區域創新系統結構-網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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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創新者

直接創新者

創新活動

制度

 
圖 3-6  區域創新系統結構-創新者與創新活動型 

資料來源：根據 Liu & White 修改 

本文認為，從區域創新系統理論以及其主要特徵可一窺區域創新系統的整

體結構概念（見圖 3-7）：區域創新系統在特定的區域環境與制度下，包括創新

的行動者─政府、廠商、研究機構…等等─與其間的知識流動、關係與網絡（創

新網絡）。創新網絡包括與研發相關的研究與技術投入（R&D），其它如金融體

系、知識傳遞、技術合作、中介體系…等等與創新有關的組織、關係、網絡。 

創新行動者

廠商；政府；研究機構…等等
+

創新網絡

知識流動、關係與網絡

金融體系：

創投基金、研發計劃、研發補

貼…等

研究與技術投入：

基礎研發計劃、學術研究、

大型企業產品開發計劃、中

小企業技術昇級…等

技術合作網絡：

區域生產體系或群聚、國

內外技術交流與合作體

系、產業供應鏈…等等

知識傳遞：

產學研合作、知識產權買賣、人員流動、模

仿與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等等

中介與支援體系發展：

管理、設計、品質、物流

服務、商業諮詢…等等

創新環境與制度：

科學與產業園區、ICT基礎建設、產業

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等等  
圖 3-7  本文區域創新系統結構圖 



 

區域創新系統 

  

 3-15

3.5. 區域創新系統方法論之意義 

Cooke在1997年完成的區域創新系統一書總結了許多全球不同地區的區域

創新系統研究，一如 Nelson 在 90 年代對國家創新系統做的比較性研究，這樣

的大型區域創新系統整合研究是從更廣泛的角度出發，不僅僅是在討論狹義有

關直接參與創新的機構在從事創新活動或是創新的擴展路徑，而是將整個經濟

體系的參與由創新的角度來分析觀察其發展。因為創新系統的發展與變遷受真

正直接參與創新活動者的影響有限，尤其是在知識經濟之下，參與創新活動是

全面性的，因此唯創新是論的討論常常僅能局限於某些產業與環境之中，反而

對於制度與社會變遷以及區域創新所要關懷的區域發展缺乏全面性的考察。在

區域創新系統的整體研究之下，僅從經濟上討論創新與技術進步進而去討論為

何某些區域在技術創新方面具有效率上的比較優勢，再次觀察的是區域內的創

新參與者的合作網絡與互動，以及在底層支持這樣一個系統運行的社會安排。

Lundvall 即認為，除了在那些促進知識獲取、擴散、創新的主要機構之外，對

於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系統其中的政治、政策與社會文化進行瞭解在對整體的創

新系統研究上能更深入的具體化創新系統的規模、方向與相對成功之處。 

從實際的案例分析與研究來看（Crooke, 1997;Todling and Kaufman, 
1999…etc.），區域創新系統的結構分析方向多集中在以下幾個層面：與創新有

關的基礎條件與環境、產業結構與產業群聚的發展、重要的知識互動關係、區

域的政策與制度環境、在地的技術與發展文化。與創新有關的基礎條件及環境

包括人力資源的發展、重點研究機構與大學的發展情形…等，這些條件常視為

地區在產業昇級與創新上的重要資源（Simmie, 1997）；產業結構與產業群聚是

區域廠商活動的表徵，尤其是產業群聚常被用於說明區域生產與創新網絡的形

態（Saxenian, 1994;Enright, 1995）。另外，產業發展與產業群聚也代表區域内存

在的非交換依賴性（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 Stroper, 1997），這亦是創新產生

的重要條件；重要的知識互動關係通常包括學校與產業界的產業研關係，或是

外來資本與本地廠商之間的生產與投資合作關係等與知識交流或是知識外溢有

關的互動關係，這些發生在當地的知識交流常用來說明區域因創新與技術而帶

來的發展優勢（Castells and Hall, 1994;Saxenian, 1994）；區域的政策與制度環境

是用來解釋政府在區域創新系統中所扮演的治理角色以及制度安排對於區域創

新系統的影響，在區域逐漸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取代民族國家角色的趨勢裡，許

多區域的自主性與政策思考都被認為是此一趨勢的主要現象之一，這些政策多

數與對外開放、產業、創新、技術發展…等有關（Sternberg, 1995;Braczyk et al., 
1998），歐盟則將區域創新與產業政策納入其歐洲創新政策規劃的範圍之內（the 
Framework Programme4），針對歐盟會員國內的各重要或特色區域提供相關的政

策協助，以促進或改善其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在地的技術與發展文化是由區

                                                 
註4 歐洲區域創新計劃 http://fp6.cordis.lu/fp6/hom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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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的各行動者包括政府、產業界、大學、研究機構、中介者間的互動關係所

形成的氛圍，亦與區域具有的社經背景及社會價值有相當的關係，其發展與變

遷的過程自然形成了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路徑與偏好，並隱然影響其未來的發

展與限制（Asheim, 1996; Maillat, 1991; Camagni, 1991; Saxenian, 1994）。 

因此，創新系統作為分析工具的合理性是建立前述的認知基礎上，用以瞭

解一地的創新與區域發展問題。將區域的經濟發展成果做為區域創新系統的發

展函數，就其結果與屬性做分析並觀察其相互作用與反應之後的變遷而導致系

統的變化。結構是指前述所指的各參與者與其相互關係，屬性是指該系統所表

現出來的特點與相互關係的特質，這些構成了區域創新系統的主要拓樸形態。 

3.6. 小結 

將區域創新系統做為分析工具與框架的方法論意義在於不只局限於技術創

新的過程與重要性，而是在區域的空間環境之中，經濟的發展與技術創新之間

的關係，把技術創新透過區域創新系統此一制度安排與區域的經濟發展變遷聯

繫起來，可以進一步瞭解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提供區域經濟發展研究與政策

設計上新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