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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相關文獻與理論回顧相關文獻與理論回顧相關文獻與理論回顧相關文獻與理論回顧 

國內外對於產業群聚（industry clusters）的相關研究相當多元，如產業

群聚類型、產業網絡、創新系統等。另外在產業群聚的研究方法上，也相

當豐富，可對產業群聚組成、產業的集中分散程度來加以分析討論。而在

全球化下所發展的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方面

的研究則相對較少，主因為 GPNs概念是近年才興起的新概念，其本質上

與許多概念有相似之處。在陳家樂（2004）、陳信宏（2004）以及張輝（2005）

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產業群聚與全球生產網絡之間的關聯性，諸如：台灣

廠商在全球生產網絡的架構下，為了達到最大的利益，而將其生產線轉至

中國大陸或東南亞，連帶的造成與其相關的廠商也進行外移，此種情況即

為群聚的外移；全球生產網絡的基本概念是即是層級的劃分，不同的生產

過程有著等級上的差異，如生產過程中的研發，即屬與較高的層級，製造

的部分，則依所需的技術有高低之分。 

故以下就產業群聚理論的發展、相關的研究、空間指標的應用以及全

球生產網絡等層面切入以探討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與文獻。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理論之發展與定義理論之發展與定義理論之發展與定義理論之發展與定義 

一一一一、、、、產業群聚理論發展產業群聚理論發展產業群聚理論發展產業群聚理論發展 

產業群聚（industrial clusters）理論在經濟地理學的整體發展中是近十

來才逐漸蓬勃發展，若從單純的經濟學及傳統地理學的角度作為開端來

看，吳秉哲（2005）指出 Thünen認為市場即便客觀環境皆為相等，空間中

的經濟活動仍會因市場價值、運輸成本等因素，使得特定的產品聚集於特

定的空間。Marshall（1890）所提出的產業區理論（industrial district）認為

不論大廠或小廠，只要其位於產業區內皆可獲取相當程度的效率，主要特

徵有：勞工之提供（labor pool）；大量的專業中間投入及服務供應商；技術

及知識的外溢（spillovers）。 

Weber（1909）所提出的工業區位理論，透過最小成本的概念來進行區

位的選擇，在此理論中，以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論點最

為重要。聚集經濟認為，若一地區發生工業活動集中的現象，將使區域內

產業或廠商的收益增加且成本降低。黃薰輝（2002）歸納 Weber的概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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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聚集經濟的主張在於收益的增加即為成本的減少。而從成本面向所

歸納出的聚集經濟概念有以下幾點： 

（1） 內部經濟：生產規模擴大，平均生產成本隨技術或效率的提升

而減少。 

（2） 外部經濟：生產同類產品的廠商，因其聚集在相同的區位，如

此可節省生產與運銷方面的成本支出。 

Hoover（1937）則針對聚集經濟理論進一步提出解析，將其區分為規

模經濟（scale economies）、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以及都市

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es）概念。規模經濟為，廠商藉由規模的擴張，

進而減低其生產成本；地方化經濟則是某地方之產業因為空間上的鄰接

性，進而增加其相同產品之產量，從而降低生產成本；都市化經濟則更強

化了聚集效應的層面，其不單侷限於單一產業，所有的產業、廠商，均因

空間上的聚集所產生的經濟規模，而使生產成本降低。 

李朝賢（1993）歸納 Perroux（1955）之成長極理論（growth pole）後

指出，廠商或產業分佈，具有成長與空間聚集的點。但這些廠商或產業並

非均勻地分佈於地理空間上，而是以不同的強度在空間上成點狀分佈，且

藉各種不同的傳播途徑，對整個區域經濟發生不同的影響。成長極能否存

在，完全要看該地區是有促進型產業（propulsive industries），具有基本功

能及高度成長潛力來推動區域經濟成長。 

Myrdal（1957）提出之累積因果理論（cumulative causation）認為，市

場所主導產業活動的力量是呈現遞增而非遞減的情況。由於聚集經濟的形

成，繁榮或核心區域會持續累積地加速產業成長，同時由於核心區域發展

所帶來的波及效果（spread effect）及後洗效果（back wash effect），使得外

圍區域在發展上形成更有利或不利的地位。而在一般的區域發展情況中，

後洗效果往往大於波及效果，造成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使核心區域更加繁

榮，而周邊地區則更落後。Richardson（1973）則提出了區域成長理論

（regional growth），其指出區域內部空間結構的變動對區域成長扮演重要

的角色。 

上述所提到的理論，可說是近年來產業群聚理論發展的起源，從圖 2-1

中可粗略的瞭解其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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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產業群聚理論發展歷程圖 

二二二二、、、、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產業群聚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產業群聚理論的討論範疇，可以從相當多的層面切入進行探討，如產

業複合體、新古典空間經濟學、新工業地域、區域創新及產業網絡等。以

下綜合各學者對產業群聚的定義，從中歸納出產業群聚的基本特性。 

從早先聚集經濟的概念發展，至今日的產業群聚概念，學者對於產業

群聚的多方研究，對於產業群聚也衍生了相當多元的定義。最具代表性的

定義，為 Porter（1998）所提出：『在特定的空間中，廠商之間除了競爭外，

尚存在合作的關係，而這些廠商彼此之間在地理上鄰近，並具有相互關聯

的服務、供應廠商及其他相關之機構。』而其中所提及之鑽石理論模型

（diamond）3，則為往後許多學者在產業群聚的研究面向上提供啟發。表

2-1中，則整理相關國內外研究對於產業群聚所下的定義。 

表 2 - 1 產業群聚定義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Porter（1990） 在特定的空間中，廠商之間除了競爭外，尚存在

合作的關係，而這些廠商彼此間是在地理上鄰

近，並具有相互關聯的服務、供應廠商及其他相

關之機構。 

                                                 
3 國家為企業的基本競爭優勢，政府的政策將會型塑產業發展的型態，並關係到企業的決

策，抑或對於整體技術的構建產生影響。不同產業的發展，有其獨特的發展要素，而要素

間的相互作用，也會進一步的影響產業自身的發展。在這些要素中，鑽石理論將其分為主

要的六個部分：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援產業、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對手、機會

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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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ie and Sennett
（1992） 

創新性的群聚是指具有相關聯的產業或是提供服

務的公司彼此在產品鏈上具有高度的合作關係，

同時在同一市場的運作模式下運行。 
Joseph and Rugman
（1992） 

有效的產業群聚策略的內容應包含：供應者、消

費者、競爭者、研究單位、政府機構等。 
Anderson（1994） 廠商間為了個體的效率及競爭力而產生的關係包

含：需求與供給、競爭與合作以及資源共享。 
Enright（1996） 區域群聚為一種產業群聚，成員彼此間的連結相

當緊密。 
Isaksen（1996） 廠商會集中在特定部門和範圍較大之地區，群聚

地區相對於國家平均就業機會而言，有較為突出

之表現。 
Rosenfeld（1997） 即便廠商之員工數並不顯著，但廠商空間上的集

中行為，會因空間鄰近性和相互依靠而產生互補

（synergy）的效果。 

Swann（1998） 相關產業的廠商，座落在特定的區域中。 

Feser and Bergman
（1999） 

特定的廠商和產業在空間區位（ geographic 
location）、創新起源（sources of innovation）、生

產要素及供給者等多樣的共同行為上有緊密的連

結。 

Roelandt and den Hertag
（1999） 

在群聚中，廠商的關聯性相似於生產網絡，其中

相互依賴的廠商在價值生產鏈中有著強烈的連結

關係。 

Hill and Brennan（2000） 相同產業內，競爭廠商會在空間上集中或創立。

而異業之間也會有著緊密的買賣關係、相同的技

術應用或專業的勞動力分享，進而提升區域內廠

商的競爭優勢。 
Crouch and Farrell
（2001） 

廣義而言，即便空間中特殊的要素吸引廠商的進

入，但具有相同企業形態的廠商仍會緊密的座落

在一起。 
Van den Berg, and 
VanWinden（2001） 

地區或是區域具有緊密的網絡關係，主要的概念

在於共享群聚內部的地方化網絡和專業化組織。

廠商間可藉由貨品、服務、知識等方面的交換而

緊密連結。 
SAN DIEGO（2001） 廠商與其相關之廠商在相同地理空間上，彼此為

了共同的目標而合作並且建立緊密的聯繫和工作

關係。而在競爭、合作的關係下，廠商透過策略

聯盟的組織，可能超越一個群聚的範圍或是單一

產業的範圍，抑或超越空間上的界線。 
張陽隆（2000） 群聚現象解釋為一群生產相似產品，或具上下游

關係之廠商彼此所產生的連結現象，而此現象往

往在地理位置上表現出集中的情況。 
閻永祺（2004） 在一個特定的空間範圍內，廠商在內部集中或創

立，其中廠商之間可能具有垂直的緊密買賣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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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競爭關係、使用同樣的技術或分享專業的勞

動力，使該區域內廠商具備超過其他地方相同產

業的競爭優勢 
鄭伊伶（2004） 為一群生產相同或相關產業或具有上下游關係的

廠商，彼此間有共通性或互補性連結，且地理位

置往往有集中之情況。 
李振文（2004） 相關產業的廠商集中在鄰近的地區，這些廠商可

提供很多競爭的優勢來源，包括共享勞動資源、

提高各廠商間工作關係、減少交易成本及與廠商

顧客間之交易時間，在群聚內廠商彼此分享最新

的技術研發成果，有利廠商制度的發展與刺激企

業成長和創新。 
資料來源：Martin（2002）, Hill& Brennan （2000）, Anderson（1994）, Porter（1990），

張陽隆（2000），閻永祺（2004），鄭伊伶（2004），李振文（2004），王惠汝（2006） 

綜理前述相關研究對於產業群聚所提出的定義後，可粗略將產業群聚

的特性概分為三大類，分別為： 

（1） 空間鄰近：廠商在空間上必須有集中的情況發生。 

（2） 特定部門集中：群聚內成員的特殊表現會集中在某些特定部門

中。 

（3） 廠商間的關係連結：在空間中集中之廠商，彼此之間大致會有

供需、資源共享、競爭合作、技術交流等多元的關係。 

經由前述關於產業群聚的定義討論，並搭配本研究之研究內容，本研

究將產業群聚界定為：『廠商的水平連結關係或垂直連結關係，在特定的空

間範圍內有集中的現象發生，且廠商彼此之間在供需、資源、技術、勞工

等方面有著緊密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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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產業群聚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在國內外產業群聚方面的相關研究上，本研究主要蒐集並歸納近年來

在產業群聚辨別、產業群聚空間分析以及產業群聚空間變遷之研究，並從

產業群聚辨別以及空間分析中歸納統整各類之產業指標或空間指標，以比

較各種指標之優缺點，進而輔助並強化本研究之空間分析法。 

（（（（一一一一））））產業群聚辨別及產業群聚辨別及產業群聚辨別及產業群聚辨別及空間分析空間分析空間分析空間分析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Anderson（1994）藉由區域界定、就業集中計算、產業歸類、產業群

聚界定、產業群聚圖製作及計算群聚重要性與最近之趨勢來進行產業群聚

之界定。Anton（1994）採用因數分析法，搜尋主領產業，主要以發展良好

產業基礎資料進行分析，並從未來有成長潛力、近來發展強烈以及重視高

報酬、高附加價值之產業等面向為附加搜尋條件。Scott and Bergman（1996）

以美國加州地區之運輸工具產業進行分析，透過相關分析以及集群分析兩

種方式，將運輸產業進行產業群聚的歸類。 

Feser and Bergman（2000）透過因數分析法，以投入產出資料為分析基

礎，搜尋產業關聯緊密之上下游廠商。Hill and Brennan（2000）利用產業

之 LQ 成長率、關聯係數、產值、產業重要性改變等，以集群分析初步歸

類，再透過鑑別分析檢驗分群之準確度，進而界定出產業群聚。 

歐俊隆（1994）以地方化係數分析製造業的分散集中程度，最後的研

究結果顯示，隨都市化程度提高產業結構也愈趨多元化。蔡政軒（1998）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建構廠商之空間分佈情況，並以集群分析法進行廠商之

分類，將廠商區分為群聚廠商與非群聚廠商二類。邱程瑋（2002）的研究

中，先由地區中表現較佳的產業出發，透過產業關聯表的投入產出資料，

建構該產業之上下游關聯，從而將其歸納為一產業群聚的型態。陳玟君

（2002）也透過產業關聯表中之投入產出進行分析，鎖定電子業並透過 E-G

指數4之計算，以瞭解電子業在空間的分佈為分散或集中。何祖睿（2002）

研究中，透過 E-G 指數的計算來衡量台灣地區製造業在空間上的分佈情

況，並與『地方化係數』（又可稱之為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加以比較，

另一方面則衡量製造業廠商的『外溢』在空間範圍上，是屬於相同類型產

業之聚集或是不同產業之聚集。 

楊智盛（2004）運用產業關聯表中投入產出資料，並進一步採用多變

量分析中之相關分析以及集群分析處理投入產出係數，最後則分析出台灣

地區製造業群聚之群聚組成及空間分佈概況。閻永祺（2004）首先以產業

                                                 
4 由Ellison ＆ Glaeser兩位學者所推導出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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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區域競爭優勢與驅動產業之概念來進行變數的搜尋，再進一步透過

多變量分析方法界定台灣南部地區的主要驅動產業。接著以投入產出的分

析，界定以驅動產業為核心之相關產業，最後則以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展

現功能，呈現彼此間的關聯與空間分佈概況。吳秉哲（2005）以產業關聯

分析界定台灣地區產業上下游關聯資料，並整合相關空間指標之計算，如

地方化係數、區位商數、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E-G指數等，

由廠商之個體選擇區位選擇模式，引入地區自然優勢與產業外溢效果此二

參數，計算地理集中指標，以探討產業地理集中的現象。分析結果除瞭解

產業在空間分佈概況尚可瞭解產業間生產關係強弱，是否對產業的空間分

佈產生影響。 

朱英明（2006）以中國大陸為研究對象，主要利用投入產出分析，及

三角化分析、相關準則之應用進行產業群聚的辨別。其後再對產業群聚之

結構及功能進行分析。在其研究中所謂的產業群聚結構，是由產業間之功

能和空間聯繫所決定；產業功能則又區分為內部功能及外部功能兩種，內

部功能指的是產業群聚內廠商彼此之間的經濟連結，外部功能則是指產業

群聚與不同產業群聚間的經濟連結。 

從上述國內外研究對於產業群聚的辨別以及空間分析上的研究中，大

致可以彙整出幾類產業群聚的辨別方式，如表 2-2所示。 

表 2 - 2 產業群聚辨別法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投入產出分析投入產出分析投入產出分析投入產出分析 利用投入產出表辨別產業生產網絡中之上下游關聯。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主要的目的是想以少數幾個因素來解釋一群相互之間有

關係存在的變數，每個變數除了共同因素（common factor）

外，尚有獨特因素（specific factor）。因此該分析是由一

群內部有相關的變數所形成的資料矩陣中，找出其共同因

素與獨特因素的結構。 

多變量多變量多變量多變量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集群集群集群集群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主要利用資料相似性與相異性概念，將資料性質上相似部

分的資料點歸類成同一集群，如此便可劃分成幾個集群，

且不同群集內之樣本會具有高度異質性。 

資料來源：周文賢（2002）、閻永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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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表 2-3 則彙整前述產業群聚空間分析之相關計算方式，

並再蒐集相關空間指標之計算方式，進而比較其間之優劣。 

表 2 - 3 相關空間分析說明 

方法 說明 

特點 

100/// ...
1








 −= ∑
=

LLLLLC ij

n

i
jij  

（以員工數為例計算之） 

LCj：為 j 種行業別之地方化係數 

Lij：為 i 區第 j 種業別之員工數 

Lj：為全區域第 j 種業別之員工數 

Li.：為 i 區域全部業別之員工數 

L..：為全區域全部業別之員工數 

n：表分區數目 

描述經濟活動於空間分佈集散情形。其可說

明某種經濟變量在空間上與全體經濟變量

一致程度的一種指標，此指標愈大表示該產

業在空間的分佈愈集中。 

地方化係數 

（吉尼係數） 

缺點 忽略空間單元大小以及相對距離之影響。 

特點 

藉由地理區位之自然優勢以及廠商的外溢

效果進行模式的推導，測試產業地方化的程

度是否會較隨機選擇產生的集中水準為高。 E-G指數 

缺點 
在地理空間規模的設定上，是以從業人口比

例進行推估，而非實際之空間單元規模。 

特點 

將產業中的每一個廠商的市場佔有率平方

後加總進行計算，指數愈低，表示市場競爭

程度愈高；指數愈高，則表示市場愈缺乏競

爭。 
HHI 係數 

缺點 
僅就市佔率觀察，若該地區廠商產品僅有外

銷，將被忽略。 

特點 

利用及業人口數計算地區 i 產業佔全國 i 產

業比例之比值。進而可得知該地區 i 產業是

否為基礎產業。 
區位商數 

location quotient 

缺點 
基本假設忽略許多現況條件，且未考量空間

單元規模以及相對距離。 

近鄰分析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特點 

可用於計算空間單元中『點』資料的分佈狀

態，計算結果可以得知資料分佈型態屬於隨

機或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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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僅適用於自然生態之『點』分佈型態資料進

行分析，不適用於以空間單元為基礎之分析

型態。 

特點 

可計算空間各個空間單元與其周邊單元間

的相似度，由此可得知空間單元的聚集情

形。 

群聚與離群分析 

clusters and outlier 

缺點 僅適用『點』分佈型態之資料進行分析 

特點 
可計算空間單元中之屬性值是否有聚集區

域存在。 熱點分析 

hot spot 
缺點 

欲分析之空間單元過大時，計算結果之聚集

區域會受相對距離之因素產生影響。 

特點 

可計算空間單元特定屬性的分佈是否具有

自相關性，進而得知空間現象為聚集或分

散。 

空間自相關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缺點 

結果僅能得知所有空間單元之屬性質為聚

集或是隨機分佈之型態。 

資料來源：朱健銘（2000），楊重信、林育諄（2002），陳慈仁（2001），吳秉哲（2005），

蔡博文、丁志堅（2005） 

在綜合比較上述空間指標後，多數指標均單純以空間單元中之屬性資

料進行分析，如區位商數、地方化係數等，但卻未將空間特性融入考量。

另方面以地理資訊系統為基礎的空間指標，有的僅適用於自然生態方面的

計算（如野生動物棲息地是分散或集中）、或其計算結果僅能得知所有空間

單元是否有聚集的情況。故在探討比較之後，本研究選擇熱點分析（hot spot）

來進行後續之研究。其利用空間單元間之相對距離，並同時採用空間單元

之屬性資料（如就業人數、生產總額等）進行分析，計算結果為經標準化

之數值，數值之大小正負可以瞭解個別空間單元在該項屬性資料的表現為

集中或分散。 

從前述各方面關於產業群聚辨別、產業群聚空間分析以及相關指標的

探討後，本研究將以主要關聯產業的辨別，並搭配空間集中指標的應用，

進而瞭解運輸製造業群聚版圖的概況。 

（（（（二二二二））））空間變遷方面空間變遷方面空間變遷方面空間變遷方面 

張璠（1991）、蘇月香（1993）、歐俊隆（1994）透過各項相關空間係

數之應用與計算，對台灣各地產業之集中分散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皆發現

產業有趨於分散的情況的發生，另一方面隨著都市化程度的增加，產業結

構雜異度也有增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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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千雲（1998）以問卷方式對台北都會區產業空間結構變遷進行研究，

結果發現台北都會區整體產業均有分散化情況發生，但若是單純以設立分

支機構而產生的分散現象，則未發生於所有產業。而產業之總部有集中於

都會區之情況，但設於都會區外之總部或是有總部移出情況，則是因都會

中心以無法負荷。 

陳俐伶（2000）的研究中，透過製造業就業中心以及次就業中心之界

定以瞭解製造業在空間分佈變遷之情況，結果顯示部分地區為穩定情況，

部分地區有產業郊區化等情況發生，整體而言，製造業有朝西部濱海地區

移動的趨勢。曾姿菁（2001）研究結果發現台灣製造業發展過程中，有分

散化現象發生；傳統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則有外移現象之產生；科技型製造

業具穩定成長且持續擴散；製造業成長階段其空間分佈地區以都會區域為

主，且擴散範圍主要在周邊規模較小之都市。上述不同製造業所發生的情

況，與其產品位於不同產品生命週期之階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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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全球生產網絡相關文獻與理論全球生產網絡相關文獻與理論全球生產網絡相關文獻與理論全球生產網絡相關文獻與理論 

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是近十年內才開始

討論的一項概念，對於其定義還是十分的多元，相關的討論範疇大多侷限

於企業管理領域方面。從整體概念的發展來看，大至可追溯至 Fredriksson 

and Lindmark（1979）所提出的生產系統概念，所謂的生產系統是經由生產

某種最終產品時所發生的一系列活動所組成，包含了物質、服務、資訊等

等的聯繫，而這些活動可能存於單一廠商或是多個互動的廠商中（王緝慈，

2001）。 

從生產系統概念的萌生，至全球生產網絡概念的提出，中間包含了許

多概念的發展與整合，以下則就與全球生產網絡概念相關之理論概念進行

歸納整理。 

一一一一、、、、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 

Dicken et al.（1997）認為全球化是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空

間之跨國連結發展的過程與影響。王振寰（1999）將全球化的現象概略分

為金融、企業和投資、科技及管制體系等四類，此四面向的改變不僅是資

本主義表向上的轉變，而是其本質上的改變，並且對上述四個面向的全球

流動產生影響。而瞿宛文（2000）歸納出，資本的擴張需求，促進了全球

化的趨勢，產業在於面對市場競爭的同時，也需透過市場的開發，來提升

自身的競爭力。Sassen（2002）提到，都市的功能在任何經濟時代都是無法

或缺的，即便生產中心因為分散至各個最適區位上，已不需要完全集中於

都市內，但是與其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如法律、金融等，仍須依賴都市

來提供，因此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都市仍將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Lever（2002）則就製造及生產過程提出相關的論述，在世界經濟發展

逐漸朝向全球化的同時，區域之間經濟競爭的優勢條件也將會產生變化：

全球性的跨國企業將會以更便捷的方式，運用全球各地勞工、能源及物資

等生產要素，來進行跨國的生產與銷售。透過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也使

得知識的傳播轉變成跨區域的型態，並且透過標準化的生產程序，使跨國

企業進行全球生產與全球銷售。 

二二二二、、、、跨國企業跨國企業跨國企業跨國企業 

楊道寧（2005）整理了關於跨國企業議題的相關研究指出，早期跨國

企業是階層式組織的觀點，企業在於營運、研發等較高層的機能有在母國

高度的空間集中現象，此外其也藉由階層式組織創造國家間不同的勞動分

工。企業組織的機能分化為勞動過程的重構，而廠商的行為又高度受到其

在經濟結構中位置所影響，所以現今經濟結構的生產組織方式，可反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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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間互動的程度。跨國企業不僅是內部結構變的更複雜，且許多內部機

能早已逐漸外部化。跨國企業生產鏈與生產網絡的方式，其實是一錯綜複

雜的結構與再結構的過程，所謂全球經濟就是由這種複雜重疊的組織內、

組織間、組織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連鎖網絡形式，透過經濟活動於空間

中展現不同的地方群聚所組成。 

Dicken（2003）將跨國企業的空間形態區分為四種類型，每種類型均

以利潤極大或成本最小為目標，進而展現其市場範圍與生產分工的特性，

此四種型態分別為： 

（1） 全球集中生產（globally concentrated production）：生產行為集中

在單一地區，產品出口至全球市場。 

（2） 主要市場生產（host-market production）：生產行為在各國均有，

而其產品僅提供當地市場，無跨界情形發生。 

（3） 全球或區域市場之專業生產（product specialization for a global or 

regional market）：依據各地之稟賦優勢，選擇適合的區域設立

生產單位。每種生產單位只生產一種產品，個別廠商因為規模

經濟，都偏向大型工廠，所生產的產品提供全球或區域範圍之

市場。 

（4） 跨國垂直整合（transnational vertical integration）: 

① 生產單位藉由供應鏈進行跨界連結，各生產單位間具有投

入產出關係。 

② 生產單位各自生產，最後透過物流將各自產品送至裝配

廠，進行最終產品之裝配。 

三三三三、、、、網絡網絡網絡網絡 

Joseph and Rugman（1993）指出，因空間鄰近所造成的群聚，通常由

單獨的主領廠商或少數大廠聯合鄰近相同或相關產業的中小型廠商，透過

協調彼此的網絡利益及安排競爭策略的一致性，建立緊密互惠的合作網絡

關係。『網絡』理論的發展上，劉仁傑（1999）統整諸多學者的論點後，對

網絡定下一清楚的定義：具有長期關係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組織，彼此共同

建立的關係，此關係介於市場機能的外部交易關係和正式組織結構的內部

層級關係之間；而在彼此依賴、資訊共享的前提之下，透過專業的分工、

互補、互動與競爭，使彼此關係能產生有效的連結，促使網絡內組織共存

共榮、擁有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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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商品鏈商品鏈商品鏈商品鏈、、、、生產生產生產生產鏈鏈鏈鏈 

Poreter（1985）所提出的價值鏈（value chain），認為企業的競爭優勢

來自於企業內部的產品設計、生產、行銷、運輸、支援作業等多項獨立的

作業，這些活動對於企業的相對成本地位有相當的貢獻，同時也是構成差

異化的基礎，如果將資源用在企業有價值的商業活動上，就能創造高獲利

的成長。 

Gereffi（1989、1994）所提出的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藉由系統性的分析，解釋全球世界經濟的生產、貿易、消費，而工

業地域在於產業升級研究則以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來觀

察產品如何在全球產銷體系中提升競爭地位的過程，並以生產者驅動

（producer-driven）和購買者驅動（buyer-driven）5的模式來探究產業在結

構中的狀態。商品鏈是一個建立內在組織化的網路系統，與位置的特殊性、

社會性與當地結合。 

Dicken（1998）所提出的生產鏈（production Chain）概念，重視在某

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過程中能增加價值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依照機能的不

同將生產活動連結起來的集合。 

張輝（2005）認為一個生產鏈中各個環節對於勞力、資本等各項生產

稟賦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此一來便衍生出依照各地地方優勢而產生的階級

體系，簡而言之，現實世界中同一價值鏈上各個地方產業集群之間之所以

存在按價值高低排列的空間等級體系，是由價值環節的等級體系所決定

的。在此等級體系統，按照地理空間關係，可以劃分為四大層級，如表 2-4

示。 

表 2 - 4 生產鏈層級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地理範圍地理範圍地理範圍地理範圍 相似名詞相似名詞相似名詞相似名詞 

全球價值鏈 全球範圍，至少兩大洲之間 全球商品鏈、全球生產網絡等 

跨國價值鏈 多國之間，至少兩國家間 跨國生產網絡、跨國營銷網絡等 

國內價值鏈 一國 國家生產系統 

地方價值鏈 
國內某一區域，例如城市、

市郊 

產業區、地方產業集群和區域經

濟 

資料來源：張輝（2005） 

                                                 
5
 購買者驅動，是受到跨國企業或大型企業營運總部控制，零組件與元件的模組化進一步

激發了國際性的外包分工，整個供應鏈就在上游跨國企業或大型企業營運總部的帶領下形

成策略聯盟，而存在於國際間的競爭－就是這些串連起生產供應鏈的策略聯盟群的競爭；

購買者驅動受到大型零售商、品牌商、貿易公司所控制，透過契約形式進行購買，大體上

這類型網絡被當地的消費市場操作著，購買者和品牌商必須清楚掌握先進國家的消費市場

需求與變化，以及管理後方海外工廠的生產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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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鑲嵌鑲嵌鑲嵌鑲嵌 

鑲嵌（embeddedness）與組織概念不同的是，其更像是一種地區及區

域層級分析的空間概念。在過去十年的經濟地理研究中，『鑲嵌』為 90 年

代早期的經濟地理發展的中心概念，在今日也被廣泛的應用，所謂的『鑲

嵌』意指廣泛的制度及社會架構中的經濟活動。回顧 Karl（1944）其借重

經濟社會學者的論點，地理學者推論且使用一種明顯的空間理論，也就是

除了經濟理論中交易成本以及聚集經濟之外，地區經濟發展的進化是導因

於地區群聚的廠商網絡。 

六六六六、、、、全球生產網絡萌發全球生產網絡萌發全球生產網絡萌發全球生產網絡萌發 

Harvey（1989）、Castells（1989）等學者均提到全球生產網絡模組化生

產強化了國際分工趨勢的明朗化，而資本、技術、高素質勞動力等生產要

素則因為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專業經理人與國際分工的作用形成跨界治理與

彈性生產模式。Ernst and Kim（2001）指出，藉由以水平的方式整合生產

網絡中不同層級的成員，進而將集中的產品鏈分散，其尺度是跨越廠商、

國家的疆界。廠商在建立其全球生產網絡所依循的基本原理，在於能以低

廉的價格來獲得更具彈性、更專業化的供應者。在世界各地政策的自由化、

通訊科技的發達以及全球競爭的白熱化下，全球生產網絡被視為取代傳統

的跨國公司的一種新興生產系統。Hopkins et al.（1986）、Gereffi（1992, 1994）

提到全球生產網絡是當前世界生產與貿易系統整合的結果。Gereffi（1994）

認為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國家、區域層次的勞力分工與經濟互賴關係，

以及地區性的生產網絡的描述，都能透過全球生產網絡架構獲得一個完整

性的認識。 

Henderson et al.（2002），進一步依據全球商品鏈之理論的核心概念加

以修改與延伸，將許多原全球商品鏈抽象的概念，更細緻與明確訂出操作

上具體落實的定義與內容。二者之核心概念並無太大的差異，全球生產網

絡較偏向對於全球商品鏈概念上的深化。 

七七七七、、、、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上述幾個面向探討來看，全球生產網絡所含括的概念相當的多元，

經由粗略的整理歸納，本研究將全球生產網絡的概念，視為概念的綜合體，

可以藉由圖 2-2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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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

全球生產網絡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生產鏈商品鏈

資金流資訊流物流人流

跨國企業 全球化

鑲嵌 生產系統 網絡

 
圖 2 - 2 全球生產網絡概念形成 

全球生產網絡的概念，可說是築基於價值鏈、商品鏈與生產鏈及人流、

物流、資訊流與資金流之上，並且進一步納入了網絡、生產系統、全球化、

鑲嵌和跨國企業的概念。故本研究將全球生產網絡界定為：『全球化的經濟

發展下，人流、物流、資訊流與資金流的快速流動中，產業與地方的互動，

與價值鏈、商品鏈及生產鏈的結合，進而從事跨越國家與區域的生產活動

來獲取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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