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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廠商創新成效實證分析 

本章之目的在利用統計學的分析方法對研究目的進行實證，主要分為五個

部份，第一部份建立後序驗證的假設；第二部份對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初步統

計分析；第三部份介紹後序統計學的實證方法；第四部份對編定工業區的外在

創新環境進行集群分析，並檢驗不同創新環境下，廠商創新成效是否有影響差

異；最後對不同創新環境下的廠商進行次序 logistic 分析，檢驗個體屬性及網

絡連結對廠商創新成效的影響，以及不同創新環境下影響廠商創新成效的因素

是否有所不同。 

4.1影響變數探討及研究假設擬定 

本研究實證分析時選用的變數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蒐集 60 處編

定工業區所在鄉鎮市的相關資料，用以區分不同的創新環境；第二部份則是調

查各別廠商的屬性及網絡連結資料，以分析廠商個體屬性和網絡連結對創新成

效的影響。以下便針對這兩部份所選用的變數加以說明。 

4.1.1 工業區所在鄉鎮市環境變數 

為了確認不同工業區創新環境的差異，本研究選擇三項指標來進行區分，

分別是各鄉鎮市之「專利數總數」、各鄉鎮市之「製造業研發經費總額」以及

各鄉鎮市之「核心廠商廠家數」。如第二章所述，專利數是過去研究創新成效

的許多學者所選用的變數，它表現的是過去廠商知識具體化的成果，在本研究

中將同樣的概念引入地區之中，一地的總專利數表示一區內所有廠商具體知識

的總合，而這樣的知識存量正是外溢的資源之一。 

Hagedoorn & Cloodt（2003）指出，廠商的研發經費支出反映著廠商當前

的技術績效（技術能力愈高的廠商會有愈多的研發投入），故鄉鎮市製造業研

發經費總額一方面代表當地製造業的技術水準，另一方面也是當地廠商對研發

創新的重視程度，不論由哪一個角度觀察，地區的研發經費都是影響外溢能量

的因素。 

最後在核心大廠方面展現的是產業群聚的程度，過去討論聚集的概念多著

重在群集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上，然而經濟學家 Marshall 提出的六項產業群聚

的理由中，便包括有創新及知識外溢的概念在其中，Marshall 認為當一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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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地域形成之後，專業人員可以相互交流，並促進技術的術進步和成長，甚

至帶來了創新（王作榮，1965）。近期中也有學者論及群聚以及大廠的存在對

一個地區而言是重要的，因為大型公司一方面在內部有較充裕的資源進行研

發，成為知識外溢的發源地；另一方面擁有跨界，甚至跨國連結的網絡，可以

為 地 區 引 進 中 小 企 業 所 無 法 取 得 的 資 源 （ Britton， 2003 ）。 Robertson & 

Langlois（1995）指出大廠的地位會有助於其創新，因為大廠有能力進行策略

運用、調動資源來發揮聚集經濟的效果，所以在創新的過程中能夠取得比較有

利的地位。在本研究中以鄉鎮市中的核心廠家數來表現群聚的程度以及大廠創

新外溢的能量。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用 60 處編定工業區所在鄉鎮市的「專利數總數」、

「製造業研發經費總額」以及「核心廠商廠家數」來觀察地區的創新環境。其

中，專利總數的資料的取得由經濟部知慧財產局專利公報資料庫中，依專利申

請人地址所查得的資料為來源；製造業研發經費總額為民國九十年之工商及服

務業普查中所登載之資料；核心廠商數的部份，是將天下雜誌 2005 年公佈之

1000 大企業視為臺灣地區之核心廠商，再依各公司之登記地址進行各鄉鎮市

統計。 

4.1.2 廠商個體屬性及網絡互動變數 

有關廠商創新相關的個體屬性及網絡連結互動的資料較不易由二手統計中

取得，故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直接取得一手資料。以下將針對過去學者

在研究廠商創新時曾經選用的變數，分廠商內部屬性及網絡連結互動兩部份進

行整理。 

1、廠商內部屬性 

過去學者在研究廠商創新成效時，使用過的個體相關屬性變數有很

多，但並非所有的變數都被認為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認為以產業為研

究對象時廠商的市場占有率確實能夠有效反映其規模，然而本研究是以

工業區為研究對象，其中個別廠商的市場占有率不易計算，且也不能夠

有效反應廠商的規模，故在本研究中不予採用；此外，所有權之型態在

過去的研究中主要是用以檢定跨國連結對創新的影響力，但臺灣編定工

業區內之廠商多以中小企業為主，較少有跨國連結的情況，且過去研究

的結果顯示其影響力不甚顯著，故在本研究也不予採用。綜合考量各項

個體變數在過去研究中被使用的次數以及顯著性之後，選定「研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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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專利數」、「是否設有研發部門」、「營業額」、「員工人數」以及

「員工素質」等項目為調查的目標。 

其中研發投入與專利數在過去多數的研究中均有引用，也都肯定這

兩項變數對創新成效的影響（Griliches，1979；Feldman & Florida，199

4；Jaffe，1986）。廠商本身的研發部門經過去的研究發現會對創新成效

有顯著正面的影響（Shefer & Frenkel，1998；Love & Roper，2001）。

營業額一項則是希望檢驗廠商之規模與創新成效之間的關係，在群聚的

研究中發現，廠商的規模與創新之間存有正向的關連性，當廠商的規模

夠大時本身會有較豐富的研發資源，這樣的內部資源有助於創新的表現

（Britton，2003）。 

在員工人數一項上，過去研究者雖然多認同員工數量的差異會造成

創新成效的不同，但究竟員工人數多的大廠抑或人數少的小廠在創新的

表現較好尚無定論，有些研究者認為大廠反映著規模經濟，配合內部的

網絡連使大型企業在創新的表現上不比中小企業遜色（Shefer & Frenke

l，1998；Britton，2003）；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員工人數較少的小廠

在生產過程中較有彈性，不論是接受新知識或是配合市場產生創新的能

力均較出色，因此小廠會有較佳的創新表現（Acs et al，2002）。另外也

有學者指出廠商的員工人數與其創新成效間的關連性並不顯著（Love & 

Roper，2001）。為了釐清理論上的爭議，本研究透過此次調查希望檢驗

臺灣的編定工業區內究竟員工人數對廠商的創新成效有無顯著影響力。 

最後，廠商內員工的素質會與廠商的創新有高度的相關，不論廠商

屬於何種產業類別，在從事創新的過程中都需要高素質員工的專業技

能，因此會對創新成效有所幫助（Gu & Tand，2004；Love & Roper，2

001）。在國外的研究中常使用「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員工占總員工數之

比例」來代表廠商的員工素質，但觀察國內的情況，大學教育與產業實

務之間存有很大的間隙（葉懿倫，2005），因此用學歷來代表廠商的員工

素質可能造成偏差，因此改以個別廠商所有員工之中，擁有該產業別專

業證照的人數之比例為廠商員工素質的代理變數。 

2、網絡連結互動 

在廠商網絡連結的部份，可再區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廠商個別建

立的連結關係，另一種則是大型的公會組織。 

會讓廠商在彼此之間建立起連結關係的原因很多，包括契約、轉包

和人情等等，連結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可能有正式的契約合作，非正式

的口頭協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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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雖然網絡關係的型態有很多種，但要將各種抽象的「關係」明確

的量化測量並不容易，一般較為人所接受的方式是以契約的合作作為網

絡的象徵，而以合作的數量代表網絡的強度（Love & Roper，2001）。

本文之研究只選定廠商的生產上下游合作以及與其他創新活動者的研發

合作兩種，分別調查個別廠商這兩種網絡連結的連結數量。公會組織的

部份，Lover & Roper（2001）指出當廠商屬於一些大型組織的成員時，

由於可以取得的資源較豐富，溝通交流的管道也較通暢，因此可以幫助

在創新上的表現。本研究調查廠商是否加入該產業之產業協會以及廠商

（或其負責人）是否參加獅子會、扶輪社等大型民間社團等兩個項目做

為屬於大型組織成員的代理變數。 

經過以上對各項影響變數的說明，下表 4-1 將本研究所提出之假進行整

理，以利後續實證分析作業。 

表 4-1 研究假設擬定 
 

 假設內容 

假設 1 編定工業區間存有不同創新環境，且創新環境會影響廠商創新成效 

假設 1-1 60 處編定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之創新環境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 不同創新環境下廠商的創新成效有顯著不同 

假設 2 廠商內部屬性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2-1 廠商現有的專利數對其創新成效有影響 

假設 2-2 廠商設有專門研發部門對其創新成效有影響 

假設 2-3 廠商的營業額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2-4 廠商員工人數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2-5 廠商員工中擁有專業證照人數的比例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3 廠商網絡連結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3-1 廠商的生產上下游合作數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3-2 廠商研發合作對象數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3-3 廠商是否參加產業協會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3-4 廠商（或其負責人）是否參加大型民間社團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4 網絡對廠商創新成效的影響力不同 

假設 4-1 不同創新環境下，廠商網絡連結對其創新成效的影響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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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問卷結果分析 

本研究為了了解各個編定工業區不同的環境之下，廠商的創新活動會受到

什麼樣的影響，受限於目前在臺灣地區許多與創新相關的重要活動並未建立完

整的統計資料庫，特別是本研究所著重的網絡活動部份，很難由政府發佈的統

計資料中找到合適的代理變數，是故本研究透過問卷的發放向編定工業區內的

廠商進行調查，以期獲得有助於本研究分析的一手資料。 

4.2.1 問卷調查目的 

本研究問卷調查的目的是要了解編定工業區內廠商的創新成效，以及廠商

個體屬性和其網絡活動的現況，一方面找出哪些個體因素會對創新成效有影

響；另一方也幫助確認廠商的網絡活動是否與其創新成廠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4.2.2 問卷調查內容 

本研究之問卷可區分為三部份，分別是廠商自身創新投入部份、廠商網絡

活動部份以及廠商基本資料部份。第一部份調查廠商自身對創新研發活動的投

入活動，除了取得個體的投入資訊之外，同時也可以看出該廠商對於研發投入

的傾向為何。問項包括有「去年度之營業額」、「去年度研究發展經費佔營業額

之比例」、「是否有設立專門的研發部門」、「去年度專利核準件數」以及「員工

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等五題。 

第二部份是調查廠商的網絡互動情況。網絡的種類很多如生產網絡、研網

網絡、人際網絡、資金網絡和策略聯盟等等，但有些網絡關係雖然確實存在，

但很難以量化的方式進行調查和統計，例如人際網絡依靠的是人情連帶、友誼

和信任，而這些心理上的狀態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或訪談才能真實的呈現，不易

用量化的方式表現，潘美玲、張維安（2001）對彈性生產與協力網絡進行研

究，使用的便是個案訪談的方式。因此本研究只針對較容易量化表現的生產合

作及研發合作進行調查，題目有「與本工業區內廠商進行合作生產的對象

數」、「與本工業區外廠商進行合作生產的對象數」、「與本工業區內廠商進行合

作研發的對象數」、「與本工業區外廠商進行合作研發的對象數」、「是否參加產

業協會等產業組織」、「（負責人）是否參加地方民間社團（獅子會、扶輪社

等）」等六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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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是廠商基本資料的部份，包括廠商所在的縣市、鄉鎮市、廠商代

表人、員工數量、經營時間等四題。 

4.2.3 問項內容 

1、廠商自身創新投入部份 

（1）去年度營業額 

分「100萬元以下」、「100萬-1000萬元」、「1000萬-1億元」、「1億

元以上」等五項。 

（2）去年度研究發展經費佔營業額之比例 

分「無」、「5%以下」、「5%-10%」、「10%-20%」、「20%以上」等

五項。 

（3）是否設立研發部門 

分「是」、「否」兩項。 

（4）去年度專利核準件數 

去年度專利核準件數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以及「新

式樣專式」等三項，由受訪者自行填寫實際數量。 

（5）員工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 

分為「無」、「10%以下」、「10%-30%」、「30%-50%」、「50%以

上」等五項。 

2、廠商網絡活動部份 

（1）與本工業區內廠商進行合作生產的對象數 

分為「無」、「1-5家」、「6-10家」、「11-15家」、「15家以上」等五

項。 

（2）與本工業區外廠商進行合作生產的對象數 

分為「無」、「1-5家」、「6-10家」、「11-15家」、「15家以上」等五

項。 

（3）與本工業區內廠商進行合作研發的對象數 

分為「無」、「1-5家」、「6-10家」、「11-15家」、「15家以上」等五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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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本工業區外廠商進行合作研發的對象數 

分為「無」、「1-5家」、「6-10家」、「11-15家」、「15家以上」等五

項。 

（5）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產業組織 

分為「是」、「否」兩項。 

（6）（負責人）是否參加大型地方民間社團（獅子會、扶輪社等） 

分為「是」、「否」兩項。 

3、廠商基資料部份 

（1）廠商所在之縣市、鄉鎮市 

由受訪者依其實際所在位置填寫。 

（2）廠商代表人 

由受訪者依實際情況填寫。 

（3）目前員工數量 

分為「10人以下」、「11人-50人」、「51人-100人」、「101人-500

人」及「500人以上」等五項。 

4.2.4 問卷回收結果 

本次郵寄問卷調查之對象為臺灣地區 60 處編定工業區內所有生產中之廠

商，依經濟部工業區（2005）的資料，編定工業區內之廠家數共有 10,261

家，本研究於民國 94 年 8 月至 11 月以郵寄的方式發放問卷，回收之有效份數

計 219 份，有效回收率為 2.13%，下表 4-2 為此次問卷回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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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問卷回收統計表 
 

名稱 廠家數 份數 
回收

率 
名稱 

廠家

數 

份

數 

回收

率 

樹林工業區 87 5 5.75% 元長工業區 25 0 0.00% 

土城工業區 336 4 1.19% 斗六工業區 182 0 0.00% 

瑞芳工業區 62 1 1.61% 
雲林科技 

園區 
30 2 6.67% 

五股工業區 1,169 10 0.86% 民雄工業區 190 0 0.00% 

林口工二 185 0 0.00% 頭橋工業區 69 0 0.00% 

龍德工業區 212 8 3.77% 嘉太工業區 76 6 7.89% 

利澤工業區 49 0 0.00% 朴子工業區 41 3 7.32% 

林口工三 60 0 0.00% 義竹工業區 16 2 12.50% 

龜山工業區 191 11 5.76% 官田工業區 162 10 6.17% 

中(內)壢工業區 450 1 0.22% 永康工業區 129 7 5.43% 

桃幼工業區 91 0 0.00% 新營工業區 149 7 4.70% 

平鎮工業區 120 11 9.17% 永安工業區 59 4 6.78% 

大園工業區 163 3 1.84% 鳳山工業區 87 1 1.15% 

觀音工業區 329 7 2.13% 大發工業區 542 26 4.80% 

新竹工業區 375 16 4.27% 仁武工業區 33 0 0.00% 

頭份工業區 15 0 0.00% 大社工業區 12 2 16.67% 

竹南工業區 49 0 0.00% 林園工業區 27 0 0.00% 

銅鑼工業區 88 0 0.00% 屏東工業區 130 0 0.00% 

中幼工業區 211 14 6.64% 內埔工業區 46 0 0.00% 

關連工業區 105 7 6.67% 屏南工業區 84 0 0.00% 

大裏工業區 249 14 5.62% 豐樂工業區 87 2 2.30% 

福興工業區 50 0 0.00% 美崙工業區 126 0 0.00% 

埤頭工業區 29 0 0.00% 和平工業區 9 0 0.00% 

田中工業區 60 3 5.00% 光華工業區 37 0 0.00% 

芳苑工業區 115 1 0.87% 大武崙區 77 1 1.30% 

全興工業區 143 0 0.00% 台中工業區 900 7 0.78% 

彰濱工業區 244 6 2.46% 安平工業區 520 0 0.00% 

南崗工業區 414 0 0.00% 
台南科技 

園區 
93 1 1.08% 

竹山工業區 55 3 5.45% 南港軟體 202 5 2.48% 

豐田工業區 22 0 0.00% 臨海工業區 393 8 2.04% 

總計 10,261 21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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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5%的信賴水準及可接受的誤差之下，本研究問卷調查所必需回收的

最低有效樣本數為 196 份，本次調查結果回收率雖然偏低，但取得之有效樣本

已達到統計上之要求，因此在後續的分析中尚不致產生太大的偏誤。 

4.2.5 初步統計分析 

1、廠商自身創新投入部份 

去年度營業額的部份，受訪的219個樣本多分佈在1000萬元-1億元及

1億-10億元兩個選項之間，共計157次，占71.69%。去年度研發經費佔營

業額的比例則以5%以下最高，計有100家，其次是5%-10%，有52家，二

者合計69.45%。此外，沒有研發投入的廠商有36家，占16.43%，顯示受

訪的樣本中多數的廠商都有從事研發活動，也都有創新的成效產出。在

研發部門方面，135家廠商已設立專門的研發部門，占了61.64%。專利數

由於許多受者並未將三種不同的專利分開作答，故在之後的分析中將三

個子題回答的件數合作，合稱為廠商去年度核準的專利總數。在214家

廠商中，有170家廠商去年核準的專利總數為0，僅有22.39%（49家）的

廠商去年有專利核準通過，這樣的資料顯示專利的產出可能不是每年都

有，也顯示出進行橫斷面分析時若以專利數為創新成效的指標可能有所

偏誤。最後是員工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64.35%的廠商擁有專業證照的

員工占10%以下，另外27.39%的廠商勾選10%-30%。 

以上統計結果發現，編定工業區內的廠商多數均認同研發的重要

性，六成強廠商有設立專研發部門，八成以上的廠商有研發支出，由此

可知，創新的重要性確實受到廠商的重視。 

2、廠商網絡活動部份 

在生產合作的部份，有30家廠商在區內區外都沒有生產合作的對

象，另外86.30%的廠商均建立有不同密度的生產網絡，且各組次分佈的

情況差異不大。研發合作的部份，38.35%的廠商沒有建立研發合作的網

絡，有建立網絡的廠商其總數也多在10家以下。就生產合作及研發合作

兩種網絡而言，廠商的生產合作網絡較研發網絡更為密集，47.04%的廠

商有5家以上的生產合作對象，相對地，只有10.96%的廠商之研發合作對

象在5家以上。 

大型組織成員的部份，80.00%的廠商在產業協會及大型民間社團中

至少有加入其一，大部份的廠商有加入所屬的產業協會，占樣本數的75.

80%，相較之下只有31.96%的廠商或負責人加入大型民間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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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統計結果得知，編定工業區內的廠商在網絡相關的活動上，

仍是以生產合作以及產業協會所建立的網絡為主，民間地方社團或是研

發合作的網絡受到重視的程度不高。 

3、廠商基本資料部份 

廠商所在的縣市、鄉鎮市的分佈可由上表4-2中看出個地的分佈，員

工數量部份，受訪的廠商規模多在51人至100人之間，占40.18%，500人

以上的大廠占28.31%。 

4.3統計模型介紹 

由第二章所整理的理論中可以得知，不同的創新環境之下會產生不同類型

的工業區，再由第三章之現況說明中發現，台灣地區之 60 處編定工業區由於

開發的時間、目的之不同，加上周邊所具備的人文條件之差異，可能產生不同

的創新環境。故本研究將先利用統計上的集群分析，區隔出不同創新環境下的

編定工業區，再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索廠商實際活動的情況，最後應用次序

logistic 迴歸法檢驗不同環境下廠商的創新成效和影響創新的相關活動是否有

所差異。 

4.3.1 傳統集群分析模式之探討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依據研究對象的個體特徵，對其進行分類

的方法（林傑斌等，2004）。能夠依據一組準則變數（criterion variables），將

N 個個案集成 I 個群別的統計方法，其中 I≤N（周文賢，2002）。經過集群分

析後，群內的相似性高，群間的異質性高是做集群分析的主要目的。 

集群分析的演算通常可分為「階層式集群分析方法」(hierarchical method)

與「非階層式集群分析方法」(non-hierarchical method)。階層式集群法一般指

的是聚合式集群方法（agglomerative method），它的特性是先將 n 個個案視為

n 群，之後從距離（性質）最近的個案開始逐次合併，個案合併後形成一個新

的集群，不斷反覆此一過程直到 n 個個案集合成一大群為止。階層式集群法中

衡量距離（性質）時較常用的是有單一連鎖法、完全連鎖法與平均連鎖法三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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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階層式集群分析方法須在事前決定群數 N，並根據各群種子點（seed 

point）（或稱集群中心值（class centroid））重複集群過程，直至 n 個個案被集

群成 N 個固定之群別為止。在非階層式集群分析中最廣為採用的是 K 平均數

法(K-means methods)，其分群過程如下： 

1、將觀察值分割成 K 個指定的原始集群。 

2、計算每一觀察值到各群中心的歐氏距離，將此觀察值分到距離最近

的群，並重新計算各群中心。 

3、重複第二個步驟，直到所有的觀察值都不必再重新被分到其他群為

止。 

通常在使用 K-平均數法時要先指定群數 K 及最大重新分群次數，因此若

要在未知群數的狀況下指定群數就實用上有些困難；再者指定最大分群的次

數，有可能無法收斂，此時的分群也可能不為最佳分群。實務上在資料量很大

（超過 100 筆觀測值）時才適合使用 K-平均數法做分群。 

4.3.2 二階段集群分析（TwoStep Cluster Analysis）模式 

二階段集群分析的基本理論與前述之階層集群分析和非階層集群分析相

同，都是是用以揭露資料中內在集群的一種探索性的工具。二階段集群分析在

數學上的演算法上與傳統的集群分析模式有些不同。它的第一個特色能夠同時

處理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s）和分類變數（categorical variables），其

次是它能夠自動決定出最適的集群數目。二階段集群分析共有兩個步驟： 

1、第一階段 

二階段集群分析的第一個階段是將第一個有效的樣本放入集群特徵

樹（cluster features tree）之中成為一個節點（node），之後每一個有效

的樣本的放入時都要選擇現有放入與之最接近節點中。因此，一個節點

會包含其中樣本資訊的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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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階段 

二階段集群分析的第二個步驟是由集群特徵樹中留下的節點，利用

聚合式集群演算法將之聚合，在聚合的過程中我們會產生一系列的結

果。在這一系列的結果中可以用BIC（Schwarz's Bayesian Criterion）準

則，或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準則來做為判斷最適分群數的

一個依據。 

3、判斷最適群數 

最適群數的決定首先觀察各種分群數BIC（或AIC）值，當此數值愈

小，表示此分群數的配適度愈佳。然而BIC的值會隨著分群數的增加而

增加，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造成誤判，所以決定最適群數的第二個步驟

是觀察合併群組前和合併群組後的距離測量比率（Ratio of Distance Me

asures），在一個合理，而距離測量比率相對大的情況下會產生最適的分

群數。 

4.3.3 次序 logistic 迴歸模式之探討 

線性迴歸分析方法在研究的應用上相當普遍，但線性迴歸模型對應變數要

求必需為連續變數，即自變數 x 所對應的 y 必需要能夠在正、負無限大之間自

由取值。但在許多現實的應用中，應變數的取值區間可能受限在一個相對小的

區域內，可能是虛擬的二元變數；也可能是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在這

樣的情況下，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型會產生像殘差異質性等問題，至使各項參數

的估計有偏誤，而假設檢定中所用的 t 檢定和 F 檢定也都是無效的（王濟川

等，2004）。 

為此，在統計上要分析分類變數的時候，通常採用對數線性模型（ log-

linear model），處理，而當使用二元變數為應變數時，便應該使用 logistic 迴

歸 模 式 來 進 行 分 析 ； 當 應 變 數 為 多 元 分 類 反 應 變 數 （ polytomous response 

variable），且多元反應變數類別之間有次序關係時，便應該採用次序 logistic

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進行分析，這兩者均可視為對數線性模型的特

殊形式。由於本研究之後的分析中將使用有序的多元分類反應變數，因此針對

次序 logistic 模型進行簡單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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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次序測度反應數建立模型的適當方式之一便是次序 logistic 迴歸模型，

又稱累積 logistic 迴歸模型（cumlativ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或比例發生比

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其模型的定義如下： 

∑
=

++=
K

k

kky
1

* εχβα  

其中， *y 表示觀測現象的內在趨勢，並不能被直接地測量出來； ε 為誤

差項。 

當實際觀測反應變數有 J 種類別時（j=1,2…J），對應取值為 y=1，y=2…

y=J，並且各取值之間的關係為（y=1）＜（y=2）＜…＜（y=J），總共會有 J-1

個未知的臨界點或分界點將各相鄰的類別分開。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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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µµ ≤< y ，若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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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µ 表示分界點，有 J-1 個值，且有 1321 −<<<< jµµµµ L 的特性。 

給定 x 值的累積機率可以下列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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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次序 logistic 迴歸模型本身是對數線性模型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也

可以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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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列方程式可以看出，在次序 logistic 迴歸模型中，模型的發生比是透

過該發生比分子中的事件機率的依次連續累積而形成，因此也稱之為累積

logistic 模型。而累積的機率可以用下列的公式來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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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計算出了累積機率之後，屬於某一特定類別的機率便可以計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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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鄉鎮市集群分析 

為了區分編定工業區所在的鄉鎮市區是否真的存在不同的創新環境，本節

將利用第一節所選定的三項指標做為集群分析的依據，選用的指標有：「鄉鎮

市總專利數」、「鄉鎮市內核心廠商廠家數」以及「鄉鎮市製造業研發經費總

額」。完整的集群分析過程除了對各觀察值進行分組之外，尚需對分組的結果

進行檢定並加以命名。以下便是本研究對 60 處編定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進行

集群分析辨識創新環境的結果。 

4.4.1 樣本集群分組 

利用套裝統計軟體 SPSS 之兩階段集群分析之結果如下表 4-3。 

表 4-3 編定工業區所在鄉鎮市區集群數目選擇表 
 

叢集數目 （BIC） BIC 變動
（ a）

 BIC 變動比率
（ b）

 距離測量比率
（ c）

 

1 147.826       

2 94.909 -52.917 1.000 5.331 

3 104.942 10.033 -.190 1.670 

4 120.803 15.861 -.300 1.358 

5 138.957 18.154 -.343 1.657 

6 159.654 20.697 -.391 1.097 

7 180.691 21.038 -.398 1.269 

8 202.478 21.786 -.412 1.880 

9 225.565 23.087 -.436 1.590 

10 249.201 23.636 -.447 1.049 

11 272.880 23.679 -.447 1.348 

12 296.788 23.908 -.452 2.293 

13 321.067 24.279 -.459 1.047 

14 345.359 24.292 -.459 1.006 

15 369.653 24.294 -.459 1.060 

a：變動來自表格的上一個叢集數目。 

b：變動比率與兩個叢集解答的變動相關。 

c：距離測量比率是現有叢集數目除以上一個叢集數目。 

由上表 4-3 可以看出，當集群數為 2 群時，所得之 BIC 數值最小，且同時

距離測量比率最大，SPSS 軟體所建議的集群數為兩群，因此判定 60 處編定工

業區依照這三項指標應該區分為兩群不同的創新環境。再由集群分配的組合得



創新環境、網絡及創新成效之研究  

60 

知，屬於第一集群的樣本數共有 52 處，屬於第二集群的樣本數計有 8 處。第

二集群的 8 個樣本對應的工業區分別是：土城工業區（臺北縣土城市）、林口

工三工業區（桃園縣龜山鄉）、龜山工業區（桃園縣龜山鄉）、中（內）壢工業

區（桃園縣中壢市）、新竹工業區（新竹縣湖口鄉）、臺中工業區（臺中市西屯

區）、南港軟體工業區（臺北市南港區）、臨海工業區（高雄市小港區）；其餘

52 處工業區屬於第一集群。 

4.4.2 分組變數檢定 

在確定最適的集群數目及集群內成員之後，為了確定在分析的過程中所選

擇的變數中沒有無關的變數，因此我們以集群分析的結果為因子，對三個分類

變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analysis），檢驗是否所有的變

數都對集群分析有顯著的貢獻，下表 4-4 為單因子變異數檢定的結果。 

表 4-4 集群分析結果單因子變異數檢定結果表 
 

變數名稱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186.801 1 2,186.801 89.814 .000 

組內 1,412.183 58 24.348   核心廠商家數 

總和 3,598.983 59    

組間 5.672E+13 1 5.672E+13 143.700 .000 

組內 2.289E+13 58 3.947E+11   製造業研發經費 

總和 7.962E+13 59    

組間 1.30E+7 1 1.30E+7 42.291 .000 

組內 1.79E+7 58 1.79E+7   專利數 

總和 3.09E+7 59    

註：製造業研發經費及專利數由於數值較大，故以科學計號表示。 

由表 4-4 所得到的結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所選出的三個分類變數在兩個集

群之間均有顯著的差異存在，故以這三項指標區的確能夠將鄉鎮市的創新環境

加以區分。 

經過集群分析以及變異數檢定確認工業區所在環境有所不同，且兩個集群

之間確實存在有顯著的差異之後，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假設已經得到證實，臺

灣的 60 處編定工業區所在地的創新環境確實存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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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集群分組命名 

在完成集群分組，並對分類變數進行檢定確認了分類的適合度之後，便要

根據集群的特性對其群別命名。由表 4-5 的集群重心可以得知，在專利數、製

造業研發經費、核心廠家數等三項指標中，第二集群群內樣本的平均數均高於

第一集群，顯示第二集群中之鄉鎮市的特性為：登記申請的專利件數較多，就

製造業而言，平均投入的研發經費較充足；最後是工業區所在地有較多營業額

高的核心廠家聚集，故本研究將第一集群命名為「低創新環境群」，第二集群

命名為「高創新環境群」。 

表 4-5 集群重心表 
 

 專利數 製造業研發經費 核心廠家數 

1 124.21 235,162.50 3.12 
集群 

2 1494.63 3,095,465.75 20.88 

組合 306.93 616,536.27 5.48 

註：表內資料以群內樣本之平均數為其重心。 

4.4.4 小結 

經過集群分析的結果得知，60 處編定工業區可區分為高創新環境和低創

新環境兩個集群。高創新環境群包括 8 個編定工業區（見表 4-6），低創新環

境群包括 52 個編定工業區，在高創新環境的集群中，不論專利件數、製造業

研發經費及核心廠家數三項均顯著高於低創新環境群。 

表 4-6 二種創新環境集群成員表 
 

縣市 鄉鎮市 工業區名稱 專利數 核心廠商數 研發經費（千元） 

臺北市 南港區 南港軟體園區 4,842 10 850,704 

臺北縣 土城市 土城工業區 1,512 9 2,714,631 

桃園縣 龜山鄉 林口工三工業區 933 34 5,191,265 

桃園縣 龜山鄉 龜山工業區 933 34 5,191,265 

桃園縣 中壢市 中(內)壢工業區 316 23 3,232,443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工業區 165 24 3,882,836 

台中市 西屯區 台中工業區 2,202 19 1,872,626 

高雄市 小港區 臨海工業區 1,054 14 1,827,956 

低創新環境工業區平均值 124 3 23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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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6 高創新環境的 8 個編定工業區中，北部區域占有 6 處，中部地區

及南部地區各有 1 處。南港軟體園區、台中工業區及臨海工業區的出現主要是

因為享受了直轄市或縣級市的創新環境，因此在專利數及核心廠家數的表現較

為突出。土城市的土城工業區在專利數和研發經費的部份數值較高；林口工三

及龜山兩處工業區同屬於桃園縣龜山鄉，龜山鄉有十分集中的核心大廠以及大

量的研發經費投入；中壢工業區位在桃園縣的另一個鄉鎮市--中壢市，中壢市

的專件數雖然不高，但不論是在核心廠商數或研發經費數都較低創新環境的工

業區高出很多，故也產生出較高的創新環境；最後是新竹工業區，雖然專件的

件數在高創新環境群中相對較少，但擁有許多的核心大廠及研發經費的投入，

因此也被歸入高創新環境群中。 

在第三章的現況分析中曾經在北、中、南部各發現三處創新環境較突出的

鄉鎮市，其中北部區域的三個鄉鎮市中的四處編定工業區全數進入高創新環境

之列，中部、南部的六個鄉鎮市中則各只有小港區和西屯區被歸類為高創新環

境之中。另外，在北部區域中表現並非十分突出的桃園縣中壢市以及新竹縣湖

口鄉兩地，經過集群分析的結果被歸為高創新環境。這樣的結果有二方面的意

義，第一，在不同規模的空間尺度下觀察，知識存量或創新活動都會有空間聚

集的現象，在各區域中各自有知識集中的地點，在全臺灣則較集中在北部地

區。因此太平市、斗六市、安平區及永康市在區分析中雖為知識集中地，但在

全臺的集群分析中並沒有被歸入高創新環境之林；第二，在知識較集中的區域

內，一些相對並不特別突出的鄉鎮市，若改由全臺灣的角度觀察則可能是知識

集中的地點。故中壢市及湖口鄉兩地，雖然在北部區域分析時不屬於極端值或

界外值，但在全臺灣的集群分析中仍被分為創新環境較高的地區。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第二個集群的 8 個編定工業區在三項指標上雖各有不

同的表現，但與低創新環境組相較仍高出許多，因而在集群分析的過程中聚合

成為高創新環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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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創新環境與創新成效分析 

在先前集群分析的過程中已得知 60 處編定工業區可區分為高、低兩種不

同的創新環境，然而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問卷調查所得到兩組內廠商的創新活

動是否真的有所差異，則尚末可知，故以下將先對兩種創新環境中的活動結果

檢定其是否有所差異，再對不同的環境下的廠商活動進行次序 logistic 迴歸檢

定。 

4.5.1 問卷分組比較 

為了確定在問卷調查的結果中，高、低兩種創新環境下的廠商創新活動是

否確實有所差異，以下就將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依前述集群分析的結果進行

分組，再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創新環境之下廠商的創新成效及相關

創新活動是否存有顯著差異。 

表 4-7 兩種創新環境下 ANOVA 檢定結果表 
 

問卷問項 F 檢定 顯著性 兩組平均數差 

去年度研發經費佔營業額的比例 3.814 0.052 0.311 

專利數 2.571 0.110 2.697 

目前有無研發部門 8.540 0.004 0.222 

去年度的營業額 7.204 0.008 0.405 

員工數量 11.010 0.001 0.519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 0.044 0.833 0.030 

生產合作數 4.799 0.030 0.621 

與區內廠商合作研發數 2.068 0.152 0.133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 1.877 0.172 0.228 

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組織 0.047 0.829 0.015 

是否參加民間社團 8.890 0.003 -0.217 

註：兩組平均差之計算方式是由高創新環境組平均數減低創新環境組平均數。 

由表 4-7 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創新成效的部份，不同環境下廠商確實

有所不同；而與創新相關的活動方面也多數有顯著的差異，由兩分組之平均數

差值（2.627-2.319=0.308）顯示，高創新環境下的廠商確實有著較高的創新成

效。其他顯著有差異的變數方面也多顯示出高創新環境下的廠商創新活動會較

低氛圍下的廠商更為活躍：去年度的營業額（0.398）、與區內廠商之研發合作

數（0.165）、目前有無研發部門（0.203）以及生產合作數（0.521），唯有在民



創新環境、網絡及創新成效之研究  

64 

間 社 團 活 的 的 部 份 ， 低 氛 圍 下 的 廠 商 明 顯 比 高 氛 圍 下 參 與 較 為 踴 躍 （ -

0.211）。 

在廠商屬性的部份，兩種環境下廠商的營業額和員工數量均有顯著差異存

在，且高創新環境下廠商均大於低創新環境下之廠商。在員工數量方面，由平

均數的差異（0.537）可以看出，在高創新環境之下的廠商員工數多於低創新

環境下廠商；去年度營業額方面也是高創新環境下的廠商表現較佳。 

由以上單因子變異數檢定中可以發現，在許多創新相關的活動之中，高、

低兩種創新環境下的廠商確實會有不同的行為產生，且在多數項目裡，高創新

環境下廠商的表現優於低創新環境中之廠商。 

另外四個問項（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是否參加產業協會、員工擁有專

業證照之比例、專利數）中，單因子變異數檢定的結果為不顯著，表示就本研

究的調查結果而言，不同創新環境下之廠商行動的表現並無差異。 

4.5.2 分組 logistic 迴歸之檢定 

就個別變項的角度而言，問卷調查的結果有五個項目顯示廠商的行動不因

環境而有不同，但當我們觀察這些創新相關活動對創新成效的影響時，是否仍

然沒有差異便未可知。以下將針對高創新環境及低創新環境下之廠商分別利用

次序 logistic 迴歸模式檢驗各項創新活動對創新成效的影響。 

在次序 logistic 迴歸模型中，因為假設變數的作用獨立於所有累積 logistic

的臨界點，故對於連連續自變數 xk 而言，不同累積對數發生比的迴歸線相互

平行，只是截距參數有所差別。因此，在進行次序 logistic 迴歸時要先對前述

「比例性」的假設條件進行檢定（王濟川等，2004，p298），設立假設為： 

有不同的斜率係數log各個:H

有相同的斜率係數log各個:H

1

0

it

it
 

表 4-8 logistic 迴歸方程式平行線檢定結果 
 

 模式 -2 對數概似值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虛無假設 64.85 64.85 78 0.86 
高創新環境方程式 

一般 0.00    

虛無假設 329.84 34.82 87 1.00 
低創新環境方程式 

一般 2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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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 4-8 為兩條 logistic 迴歸方程式的檢定結果，由最後檢定的顯著值顯

示，兩條方程式都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因此使用次序 logistic 模型來校估廠商

的創新成效是合適的。 

次序 logistic 迴歸模型與一般線性迴歸模型一樣，對於自變數中存在的多

元共線性很敏感，因此在整體模式的檢定方面，除了要符合前述的「比例性」

之假設之外，也應該對自變數間的多元共線性進行檢定。下表 4-9 為兩條方程

式自變數多元共線性檢定的結果。 

表 4-9 logistic 迴歸方程式多元共線性檢定結果 
 

方程式 自變數 β 系數 容忍度 

專利數 .051 .881 

目前有無研發部門 1.070 .745 

去年度的營業額 -.121 .526 

員工數量 .016 .497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 .038 .924 

生產合作數 -.017 .729 

與區內廠商合作研發數 .043 .683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 .055 .673 

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組織 -.054 .770 

低
創
新
環
境
組

 

是否參加民間社團 .097 .835 

專利數 .015 .855 

目前有無研發部門 .667 .709 

去年度的營業額 -.620 .414 

員工數量 .256 .378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 .180 .611 

生產合作數 .165 .803 

與區內廠商合作研發數 .182 .698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 -.023 .609 

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組織 -.225 .780 

高
創
新
環
境
組 

是否參加民間社團 -.538 .764 

檢定的結果顯示，兩條方程式的所有係數之容忍度（ tolerance）均大於

0.2 很多，顯示這在兩個方程式中，自變數都沒有多元共線性的問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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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分組次序 logistic 迴歸結果 

經過前述平行線檢定之後，確認了本研究可以使用次序 logistic 模型來校

估廠商的創新成效，表 4-10 是本研究以套裝統計軟體 SPSS 求得之高、低兩

種創新環境下廠商創新相關活動對其創新成效的影響的 logistic 迴歸方程式，

由於 SPSS 軟體中所用的線形參數為 ∑− kkj xββ 0 ，在解釋時必需將軟體中

求得的參數結果取負值之後才能看出每一參數與基準組的差異，為了使計算之

結果容易閱讀並符合直覺上之認知，下表 4-10 中已將所有係數取負值轉換。 

在 SPSS 的計算中，當投入變數為分類變數時，是以最後一個類別做為基

準組進行比較，故下表 4-10 各分類變數中最後一項估計係數為 0 者既為該分

類之基準組。 

表 4-10 不同創新環境下，次序 logistic 迴歸結果 
 

高創新環境 低創新環境 
 

估計係數 顯著性 估計係數 顯著性 

專利數 0.045* 0.085 0.168*** 0.001 

目前有無研發部門 6.955** 0.011 2.844*** 0.000 

去年度的營業額=100 萬以下 15.393*** 0.003 0.589 0.667 

去年度的營業額=100-1000 萬 41.887*** 0.000 1.866** 0.020 

去年度的營業額=1000 萬-1 億 3.854 0.207 1.434** 0.037 

去年度的營業額=1 億-10 億 5.926** 0.019 1.162* 0.054 

去年度的營業額=10 億以上 0.000 --- 0.000 --- 

員工數量=11-50 人 7.085* 0.052 -0.707 0.387 

員工數量=51-100 人 -2.308 0.251 -0.230 0.672 

員工數量=101-500 人 -0.490 0.718 0.318 0.553 

員工數量=500 人 0.000 --- 0.000 ---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比例=0 3.712 0.358 1.305 0.251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比例=10%> 0.302 0.932 1.241 0.228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比例=10-30% 7.667** 0.046 2.348** 0.025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比例=30-50% 2.487 0.515 2.541* 0.063 

廠
商
個
體
因
素

 

員工擁有專業證照比例=50%< 0.000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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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不同創新環境下，次序 logistic 迴歸結果（續） 
 

高創新環境 低創新環境 

 

估計係數 顯著性 估計係數 顯著性 

生產合作數=2 -4.129 0.162 -0.349 0.841 

生產合作數=3 -2.090 0.292 -0.455 0.793 

生產合作數=4 -3.116 0.166 -0.510 0.772 

生產合作數=5 -1.805 0.428 -0.474 0.794 

生產合作數=6 -2.219 0.436 0.184 0.918 

生產合作數=7 2.568 0.221 -0.522 0.765 

生產合作數=8 0.000 --- -2.755 0.207 

生產合作數=9 --- --- 0.000 --- 

與區內廠商合作研發數=0 家 -8.400** 0.018 -0.457 0.803 

與區內廠商合作研發數=1-5 家 -8.488** 0.010 -0.807 0.651 

與區內廠商合作研發數=6-10 家 0.000 --- 1.166 0.626 

與區內廠商合作研發數=15 家< --- --- 0.000 ---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0 家 5.135** 0.037 -0.502 0.533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1-5 家 4.549** 0.033 0.490 0.509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6-10 家 10.110** 0.012 -0.630 0.710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11-15 家 --- --- 0.155 0.949 

與區外廠商合作研發數=15 家< 0.000 --- 0.000 --- 

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組織 -0.297 0.797 -0.570 0.180 

網
絡
連
結
因
素

 

是否參加民間社團 -0.401 0.797 0.115 0.755 

樣本數 52 166 

-2 對數概似值 64.854 329.842 

類 R2 值（Nagelkerke） 0.787 0.534 

註：***表示顯著水準達到 1% 

 ** 表示顯著水準達到 5% 

 *  表示顯著水準達到 10% 

經過校估之後可在高、低創新環境下得出兩條不同的次序 logistic 迴歸方

程式，以下將對各個投入變數的斜率值及顯著性，依第一節中設立的假設順序

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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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利數 

廠商現有的專利數是廠商過去創新投入的顯性成效，在二條方程式

中一致的結果是廠商所擁有的專利數對創新成效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在

顯著性的部份，低創新環境的顯著性大幅高於高創新環境的顯著性，低

於0.01的高度顯著性表示在低創新環境下，明確、顯性的專利產出十分

能夠激起廠商再次投入創新研發的意願；反觀高創新環境下的廠商，顯

著性僅有0.085，顯示專利數的多寡雖然對廠商再次投入的意願有影響，

但其影響力並不非常的高。由兩條方程式所求得的係數可以明確看出兩

組不同的結果，在高創新環境下，專利數每增加一個單位，會使創新成

效的發生比變化1.046（ 046.1045.0 =e ）倍；而低創新環境下，專利數增

加一個單會將使創新成效的發生比變化1.182倍（ 182.1168.0 =e ）。 

至此，本研究的假設2-1已得到證實，廠商所擁有的專利數之多寡確

實會顯著顯效其創新成效，且影響的方向是正向影響。 

2、有無設立研發部門 

研發部門的設立表示廠商在長期的經營中，認同研究發展所帶來的

利益，為了能夠長期享有這樣的利益，故將研究發展自行成立為一個部

門長期進行投入。在兩種不同的創新環境下，研發部門的設立都對創新

成效有非常顯著正面的影響，由表4-10的係數可以事算出，不論在何種

創新環境下，有設立研發部門的廠商，其創新創效的發生比至少都比沒

有設立研發部門的廠商高出10倍以上。 

這樣的結果很明顯的證實了本研究的假設2-2，專門研發部門的設立

確實對創新成效有很明顯正面的幫助。 

3、去年度營業額 

兩條方程式中無法很明顯的判定廠商營經規模與其創新成效之間的

關係。在高創新環境群中，去年度營業額在100萬元以下之廠商的創新

成效顯著高於營業額在10億以上的廠商，營業額在1億至10億之間的廠商

創新成效也較高，但係數和顯著性都不如營業額100萬以下之廠商；在

低創新環境群方面，創新成效隨營額額遞減的現象較為明顯，雖然營業

額100萬以下的廠商係數並不顯著，但營業額在100萬以上到10億之間的

廠商營業額愈低，則相對於營業額在10億以上的廠商而言創新成效便愈

好，顯著性也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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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釐清廠商規模與創新成效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利用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來檢測當廠商的營額額不同時，創新成效是否有所差異。 

表 4-11 不同營業規模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4.415 4.000 1.104 1.160 0.330 

組內 154.124 162.000 0.951   低創新環境廠商 

總和 158.539 166.000    

組間 18.729 4.000 4.682 5.325 0.001 

組內 41.329 47.000 0.879   高創新環境廠商 

總和 60.058 51.000    

由表4-11可看出，在低創新環境下，不同營業額的廠商所投入創新

研發的比例並沒有特別顯著的差異，表4-10中係數有顯著差異的結果是

導因於營業額在10億以上的廠商數量較少（僅有21家），以此為基準進類

比較時容易發生有顯著差異的結果。而在高創新環境下，廠商的營業額

不同時創新成效也確實相異，為了進一步了解差異之所在，再將高創新

環境下的廠商進行LDS多重比較，觀察不同營業額下的創新成效。 

表 4-12 高創新環境下廠商多重比較結果 
 

（I）去年度營業額 （J）去年度營業額 平均差異(I-J) 顯著性 

1 仟萬以下 1 千萬-1 億 2.595*** 0.000 

 1 億以上 1.981*** 0.001 

1 仟萬-1 億 1 仟萬以下 -2.595*** 0.000 

 1 億以上 -0.614 0.044 

1 億以上 1 仟萬以下 -1.981*** 0.001 

 1 千萬-1 億 0.614 0.044 

註：***表示顯著水準達到 1% 

由於高創新環境中的廠商數較少，為了順利進行LDS多重比較，故

先進問卷中的五個問項進行合併，將高創新環境下的廠商依營業額分為

1仟萬元以下、1仟萬-1億元以及1億元以上三類， 表4-12為合併後的多

重比較結果。由表4-12可看出，營業額在1仟萬元以下的廠商，其創新成

效顯著優於其他規模的廠商。 

經過以上的分析，已可以證實本研究的假設2-3並不完全成立，在低

創新環境下，廠商的營業額不同並不會造成創新成效顯著的差異，高創

新環境下，雖然營業額會導致不同的創新成效，但並不如理論中所預期

之營業額較高的廠商，其創新效高於營業額低的廠商。這樣的結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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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導因於本研究使用「去年度研究發展經費占營業額的比例」為創新成

效的代理變數，過去研究者指出廠商的規模經濟有利於創新成效時所用

的指標多是具有絕對數量的成果，例如專利數或新品產數等（Britton，2

003）。然而使用投入比例衡量創新成效時，較不容易看出隨著廠商規模

而提高的情況。 

4、員工數量 

Acs et al（1994）曾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員工人數在500人以下的小

型廠商其創新成效會優於500人以上的大型廠商。原因是小型廠商比較

能夠快速吸收由大學或研究單位外溢出的知識，進而產生創新；Roberts

on & Langlois（1995）認為小廠比較具有彈性，因此較能產生創新或是

接受創新。例同時也有學者持相反的態度，認為員工人數多的大廠擁有

較多的資源，因此在創新成效的表現上不會比中小型廠差（Shefer & Fr

enkel，1998；Britton，2003）。經過本研究實證的結果發現，在兩種創新

環境下員工數對廠商創新成效的影響均不甚顯著2，下表4-13也顯示出在

兩種環境之下，廠商的員工數不同不會顯著造成創新成效的差異。 

表 4-13 不同員工數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610 3 2.203 2.364 0.073 

組內 151.929 163 0.932   低創新環境廠商 

總和 158.539 166    

組間 2.590 3 0.863 0.721 0.544 

組內 57.467 48 1.197   高創新環境廠商 

總和 60.058 51    

由此可知可研究所提出的假設2-4並不成立，廠商的員工人數與創新

成效之間的關係不明顯。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的爭論相同，大廠和小廠

都有利基可以在創新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5、員工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 

國外的研究成果認為高素質的員工會帶給廠商較高的創新成效，而

且這種助力會是顯著而持續的（Gu & Tand，2004；Love & Roper，200

1）。但經過本研究實證的結果發現，擁有專業證照的員工占50%以上的

廠商，其創新成效並不如預期地高於專業員工在50%以下的廠商，反而

                                                 
2 高創新環境下員工人數在 11-50 人的廠商係數雖然達到弱顯著，但由交叉分析中發現，

高創新環境下員工人數 11-50 人的廠商只有 2 家，故本研究將之視為個案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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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業員工占總員工數10%到30%的廠商所呈現出的創新成效最突出，

且在兩種不同的環境下均有同樣的結果。 

 

表 4-14 不同專業員工比例下單因子變異數檢定結果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1.070 4 2.768 2.802 0.027 

組內 211.368 214 0.988   

總和 222.438 218    

表 4-15 LSD 多重比較結果（節錄） 
 

(I)員工擁有證照的比例 (J)員工擁有證照的比例 平均差異(I-J) 顯著性 

10%-30% 無 0.562** 0.013 

 10%以下 0.352** 0.028 

 30%-50%成 0.300 0.378 

 50%以上 0.950** 0.012 

註： **表示顯著水準達到 5% 

上表4-14的結果顯示，在0.05的顯著水準之下，廠商擁有專業證照

員工的比例不同時，確實會造成創新成效的差異。而經表4-15多重比較

後的結果發現，廠商內擁有專業證照的員工數占10%-30%的廠商與占總

員工數30%-50%的廠商在創新成效的表現上影響沒有顯著差異；但明顯

優於完全沒有專業員工或是專業員工占總員工數50%以上的廠商；也優

於專業員工占總數10%以下的廠商。 

這樣的結果符合了本研究的假設2-5，員工素質確實對創新成效有影

響，但卻與國外的研究成果不完全相同。在臺灣的編定工業區中，專業

員工比例和創新成效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地線性函數關係，而是較為複

雜的曲線函數關係，專業員工的數量對創新成效的助力不會隨著比例的

提高而無限制地增加，而是會在占總員工數10%到30%時達到最適規

模，之後若再增加比例將導到邊際效用遞減，甚至帶來負效果。 

6、生產合作對象數 

經過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廠商的生產合作對象多數位在同一工業

區之外，有高達118家（53.88%）廠商在區內沒有任何合作對象，而這11

8家廠商中有88家（74.58%）在工業區外有合作生產的對象。因此，在表

4-10中的「生產合作數」一項是將問卷中「與工業區內廠商進行合作生

產對象數」及「與工業區外廠商進行合作生產對象數」兩個問卷的結果

相加，不再以合作對象的位置做為區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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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兩種創新環境之下，廠商所建立的生產合作連

結對創新的活動均沒有幫助，不論生產合作連結的數量為何，廠商的創

新成效沒有太大變化，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3-1並沒有得到證實。雖

然有學者主張在產業地域中的網絡關係能夠幫助廠商的創新創效（Stabe

r，2001；Britton，2003），但就本研究實證的結果發現，在生產網絡的這

個部份對創新成效的貢獻是相當有限的。生產網絡雖然也是網絡的一種

型態，但其中所傳遞的資訊應以生產相關的資訊為主，因此對於創新方

面的影響力並不顯著。 

7、研發合作對象數 

本研究之目的之一在探討不同創新環境下，廠商的創新網絡和

創新成效是否有所差異，故為了突顯地域環境對創新的影響力，在

研發合作對象數的部份，不經過像「生產合作對象數」一樣的相加

處理，而是直接以「工業區內合作研發對象數」及「工業區外合作

研發對象數」兩個問項分別放入次序logistic迴歸方程式中進行分

析。 

（1）工業區內合作研發對象數 

在合作研發的部份，表4-10中估計之參數顯著性有很明顯的差

異，在低創新環境的情況下，廠商與工業區內合作研發對象數對於

創新成效的影響並不顯著，而在高創新環境之下，則明顯可以看出

研發合作的家數愈多時，廠商的創新成效會愈好。 

在高創新環境的地區，因為環境中的知識存量較豐富，因此廠

商透過研發合作的網絡可以取得合作夥伴，甚到是大學或其他行動

者的知識，進而促進自身的創新成效；反觀在低創新環境中，廠商

雖然同樣透過研發合作的網絡和其他行動者相連接，進行資訊和知

識的交流，但由於地域中所儲存的知識不豐，故透過網絡所能取得

的利益也有限，對創新成效的幫助自然不明顯。這個結果符合Stabe

r（2001）、Britton（2003）認為地域中網絡的存在確實會增進廠商的

創新能力的論點，只是本研究發現其效果只顯現在高創新環境下的

合作研發網絡。 

（2）工業區外合作研發對象數 

關於工業區外合作研發對象數的部份，在低創新環境的情況

下，次序logistic迴歸分析的結果與區內合作研發一樣，不論合作廠

家數有多少，對創新成效的影響均不顯著。這顯示如果廠商位在低

創新環境的地區中，想要從區外取得創新所需的知識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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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創新環境之下，次序logistic迴歸所得到的結

果卻與之前區內合作研發家數的結果完全相反，各項係數均顯示廠

商的與區外創新活動者建立的合作研發網絡，不但對自身的創新成

效沒有幫助，反而會減損創新的產出。 

這種情況可透過Boschma對鄰近性的分析來說明，Boschma（200

5）對空間、認知、組織、社會、及制度等五種鄰近性有過詳細的

析論，發現這五種不同的鄰近性都會對廠商的創新成效有影響，缺

乏鄰近性會使廠商的創新成效受到負面影響。對高創新環境下的廠

商而言，要與區外的廠商進行合作研發必需克服以下幾個鄰近性不

足的問題：首先是地理鄰近性，與工業區外的廠商進行合作，在交

流互動時必需要移動較長的距離，時間和金錢的花費對廠商而言都

是成本；在認知鄰近性方面，高、低創新環境之間存有知識落差

（knowledge gap），在溝通的過程中可能產生誤解或是認知錯誤，

對廠商而言也是必需負擔的風險；社會鄰近性方面，編定工業區內

的廠商大多已設廠超過10年以上，且由彈性生產的理論可知編定工

業區內的廠商彼此之間存有高度的人情關係和信任關係，因此當廠

商在跨越工業區界與區外部廠商進行合作研發時，必需面對的是投

機主義的風險。 

由以上三種鄰近性的論述可知，在高創新環境下的廠商在進行

跨界研發合作時，需要克服許多不利的條件，如果無法解決這些問

題，則不但可能無法幫助創新成效的提高，反而虛耗廠商的資源。 

綜合以上對合作研發網絡的論述，在高創新環境下，廠商的研

發合作網絡確實對創新成效有顯著的影響，且這樣的影響限定在一

定的空間範圍內，當距離增加之後這樣的連結會從正面的幫助轉變

成負面的阻力。在低創新環境下，不論廠商是否有建立起合作研發

的網絡關係，對其創新成效的影響力均不明顯。由此可知，本研究

所提出的假設3-2得到了部份的支持，只有在高創新環境下研發網絡

對創新成效有影響力，在低創新環境下則無。 

8、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組織、是否參加大型民間社團 

最後兩個變數「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組織」及「是否參加民間社

團」二項是希望檢驗當廠商屬於某些大型組織之內時，是否對其創新成

效有所幫助。表4-10的結果顯示在兩種創新環境下均不顯著，廠商並不

能將這類大型組織內的資源轉變為創新的動力。觀察廠商問卷回答的結

果，多數的廠商加入這兩種組織之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發創新，而是為了

尋求與其他廠商合作生產的機會，或是受到法令及政府的相關規定必需

加入，因為廠商加入與否的決策與創新成效沒有關連，故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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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理的結果。透過單因子變異數檢定這兩項變數與生產合作廠家數之

間的關係發現（表4-16、表4-17），是否參加產業協會等組織以及是否參

加民間社團兩項確實都對廠商的生產合作家數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所提出之假設3-3及假設3-4並沒有得到實證結果的支持。 

表 4-16 是否參加產業協會對生產合作家數的影響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1.809 1 11.809 3.686 0.056 

組內 695.205 217 3.204   

總和 707.014 218    

表 4-17 是否參加大型民間社團對生產合作家數的影響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0.483 1 20.483 6.474 0.012 

組內 686.531 217 3.164   

總和 707.014 218    

4.5.4 小結 

經過前述模型校估的結果，對影響廠商創新成效的變數整理如下。 

1、廠商個體因素方面 

在廠商個體因素方面，會影響創新成效的變數有：員工擁有專業證

照的比例、專利數及目前有無研發部門。其中專利數及有無研發部門均

是正向影響；員工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則是在占總員工數10%至30%時

創新成效最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通過檢定的各個項個體因素方面，都是低創新

環境組的顯著性較高，顯示出在一個創新能量較差的地域中，廠商的創

新需要依靠自身相關能力的提升，工業區的環境在創新成效上無法提供

廠商有力的幫助；反觀高創新環境下，廠商的創新成效除了來自於自身

的創新相關能力之外，亦可透過其他的方式與環境互動來提高創新成

效，因此自身相關投入的顯著性反而較低。 

2、廠商網絡因素方面 

在廠商的網絡因素方面，首先是不論在哪種創新環境之下，透過生

產合作所建立起的生產網絡對於創新成效的幫助均不甚顯著，產業協會

和其他大型民間社團也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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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發合作的部份，要分為高創新環境及低創新環境兩種情況進行

討論，在低創新環境下，廠商建立的研發合作網絡對創新成效沒有顯著

的影響力；但在高創新環境下，廠商合作研發連結數的多寡確實會造成

其創新成效的不同，與工業區內的廠商進行研發合作有助於創新成效的

提高，但與工業區外的廠商合作結果則正好相反。這樣的現象驗證了鄰

近性的重要性，表示知識雖然有著外溢的特性，但廠商之間必需保有一

定的鄰近性才能取得知識外溢的利益。而與區內廠商研發合作顯著對創

新成效有正面影響則說明充滿知識的環境雖然存在，但位在這種環境之

下的廠商亦必需透過網絡的建立才能獲得環境帶來的的效益，研發合作

網絡在不同創新環境下的差異使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4-1得到部份支持，

在不同的創新環境下，一些型態的網絡連結對創新成效會有顯著的影響

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低創新環境下，由於網絡對創新成效的影響力均不

顯著，因此可以說對這些地區的廠商而言，在創新的過程中，個體內部屬性的

重要性比外部網絡連結的重要性高出許多。而在高創新環境下，個體屬性和網

絡連結均對創新成效有正面的影響，但深入觀察其係數之顯著性，以個體屬性

變數的顯著性較高，而網絡變數的顯著性較低，因此可以認為既使是在高創新

環境之下，廠商的個體內部個體屬性之重要性也高於外部互動連結。這樣的推

論與 Acs et al（2002）結果相符合，廠商的各種知識來源之中，私人自力投入

研發的成效會顯著大於利用外溢取得知識的成效，換句話說，廠際網絡的連結

的確有其效果存在，但影響力不及廠商的自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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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4-18 為對第一節中所提出之假設，實證後加以整理的結果。 

表 4-18 研究假設驗證 

 假設內容 實證結果 

假設 1 編定工業區間存有不同創新環境，且創新環境會影響廠商創新成效 

假設 1-1 
60 處編定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之

創新環境是有顯著差異 
成立，創新環境確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 
不同創新環境下廠商的創新成效

有顯著不同 

成立，高創新環境廠商創新成效

優於低創新環境之廠商 

假設 2 廠商內部屬性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2-1 
廠商現有的專利數對其創新成效

有影響 
成立，有正面影響 

假設 2-2 
廠商設有專門研發部門對其創新

成效有影響 
成立，有正面影響 

假設 2-3 廠商的營業額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不成立 

假設 2-4 廠商員工人數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不成立 

假設 2-5 
廠商員工中擁有專業證照的比例

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成立，但專業證照員工數有其最

適規模 

假設 3 廠商網絡連結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假設 3-1 
廠商的生產上下游合作數會影響

其創新成效 
不成立 

假設 3-2 
廠商研發合作對象數會影響其創

新成效 
成立，但只反應在高創新環境下 

假設 3-3 
廠商是否參加產業協會會影響創

新成效 
不成立 

假設 3-4 
廠商（或其負責人）是否參加大

型民間社團會影響其創新成效 
不成立 

假設 4 網絡對廠商創新成效的影響力不同 

假設 4-1 
不同創新環境下，廠商網絡連結

對其創新成效的影響力不同 
成立，但只反應在研發合作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