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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運輸製造業運輸製造業運輸製造業運輸製造業群聚版圖群聚版圖群聚版圖群聚版圖變遷變遷變遷變遷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章中分別就總體運輸製造業以及運輸製造業中之汽車業、船舶業，

透過產業關聯分析以及空間集中指標分析，並援引相關資料以說明運輸製

造業群聚版圖的變遷情況，及其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總體運輸製造業分析結果總體運輸製造業分析結果總體運輸製造業分析結果總體運輸製造業分析結果 

本節中分別以總體運輸製造業之基本統計分析及空間集中指標分析進

行概述，以粗略瞭解台灣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在時間、空間上所

產生之變化。 

一一一一、、、、基本統計分析基本統計分析基本統計分析基本統計分析 

（（（（一一一一））））總體總體總體總體運輸製造業運輸製造業運輸製造業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土地使用面積統計分析土地使用面積統計分析土地使用面積統計分析土地使用面積統計分析 

在表 4-1 以及圖 4-1 可看 1981 年～2001 年間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

關聯產業土地使用面積在量上的變化，以及其在空間分佈上所產生的變化。 

從數量上來看，1981 年至 1991 年呈現的是增加的趨勢，而 1991 年至

2001 則呈現減少的情況，而看 1981 年至 2001 年之數量變化，則是大幅減

少了約 60％。從空間上來看，分佈的空間單元並無太大的變化，較明顯的

差異在於北部地區的土地使用面積有減少的情況。在研究範圍內，除靠近

中央山脈之空間單元外，幾乎都有運輸製造業或其主要關聯產業之分佈。

另外一方面，顏色較深的部分代表的是該空間單元土地使用面積較大，北

中南三大都會區周邊則是屬於較高的空間單元。 

表 4- 1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土地面積統計表 
單位：平方公尺 

年度 1981 1991 2001 

平均數 411,446 506,108 234,830 

標準誤 94,717 124,061 43,071 
標準差 1,562,107 2,109,041 736,006 

最小值 33 58 18 

最大值 20,040,316 28,493,484 9,619,015 
總和 111,913,212 146,265,163 68,570,300 

個數8 272 289 292 

 

                                                 
8 代表研究範圍之空間單元中有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之空間單元個數。以下

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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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土地使用面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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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總體總體總體總體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業及其主要關聯業及其主要關聯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樓地板使用面積統計分析產業樓地板使用面積統計分析產業樓地板使用面積統計分析產業樓地板使用面積統計分析 

在表 4-2 以及圖 4-2 可看 1981 年～2001 年間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

關聯產業樓地板使用面積在量上的變化，以及其在空間分佈上所產生的變

化。 

從數量上來看，1981 年至 1991 年呈現的是增加的趨勢，而 1991 年至

2001 則呈現減少的情況，而看 1981 年至 2001 年之數量變化，則是增加了

約 25％。從空間上來看，樓地板使用面積的分佈概況與土地使用面積的情

況大致相符，但是在北部地區，集中的空間單元有由台北市周邊轉移至桃

園、新竹一帶的情況。 

表 4- 2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樓地板使用面積統計表 
單位：平方公尺 

年度 1981 1991 2001 
平均數 133,772 202,294 155,386 
標準誤 17,762 30,015 25,009 
標準差 292,945 510,248 427,345 
最小值 24 53 25 
最大值 2,778,054 7,154,141 5,668,508 
總和 36,386,020 58,463,055 45,372,658 
個數 272 289 292 

 



運輸製造業群聚版圖變遷分析 
 

 42 

 
圖 4- 2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樓地板使用面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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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總體總體總體總體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業及其主要關聯業及其主要關聯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員工人數統計分析產業員工人數統計分析產業員工人數統計分析產業員工人數統計分析 

表 4-3 以及圖 4-3 可看 1981 年～2001 年間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

聯產業員工人數在量上的變化，以及其在空間分佈上所產生的變化。 

從數量上來看，1981 年至 1991 年呈現的是增加的趨勢，而 1991 年至

2001 則呈現減少的情況，而看 1981 年至 2001 年之數量變化，則是減少了

約 25％。從空間上來看，大致上仍以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周邊為主要分佈地

區，但是從時間觀點切入，北部都會區周邊的運輸製造業相關產業員工人

數，在 1981 年～1991 年有從台北市周邊轉移至桃園一帶，1991 年～2001
年間北部地區的員工人數在空間上來看又有減少的情況，而擁有較多員工

人數的空間單元，則轉移至新竹周邊的空間單元上。 

表 4- 3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員工人數統計表 

年度 1981 1991 2001 

平均數 3,685 4,115 2,553 
標準誤 437 418 315 
標準差 7,210 7,113 5,376 

最小值 1 1 1 
最大值 76,766 46,944 48,188 
總和 1,002,241 1,189,200 745,343 
個數 272 289 292 

 



運輸製造業群聚版圖變遷分析 
 

 44 

 
圖 4- 3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員工人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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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總體總體總體總體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業及其主要關業及其主要關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聯產業聯產業聯產業生產總額統計分析生產總額統計分析生產總額統計分析生產總額統計分析 

表 4-4 以及圖 4-4 可看 1981 年～2001 年間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

聯產業生產總額在量上的變化，以及其在空間分佈上所產生的變化。 

從數量上來看，1981 年至 2001 年之數量均呈現增加的情況，總體增加

了約 47 倍，此與物價指數的變化、產業結構變化所造成產品的改變都有所

關聯。從空間上來看，分佈的空間單元並無太大的變化，主要集中的空間

單元，大致上為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周邊，但從時間軸來看，北部都會區有

向南延伸的情況，南部都會區有向北延伸的情況，中部都會區則是有向北

延伸的情況，整個趨勢看來，在生產總額方面，西部走廊地區有連為一體

的趨勢。 

表 4- 4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生產總額統計表 
單位：千元 

年度 1981 1991 2001 
平均數 216,376 8,262,068 9,774,417 
標準誤 60,756 1,295,467 1,699,175 
標準差 1,002,011 22,022,943 29,035,511 
最小值 - 171 430 
最大值 14,533,994 211,909,883 301,179,662 
總和 58,854,337 2,387,737,685 2,854,129,637 
個數 272 289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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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生產總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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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總體總體總體總體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廠商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廠商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廠商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廠商家數統計分析家數統計分析家數統計分析家數統計分析 

表 4-5 以及圖 4-5 可看 1981 年～2001 年間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

聯產業廠商家數在量上的變化，以及其在空間分佈上所產生的變化。從數

量上來看，1981 年至 1991 年之數量呈現大幅增加的情況約 50％，1991 年

至 2001 年則為減少的情況，但就研究年期來看，2001 年相較於 1981 年還

是增加了 10％左右。從空間上來看，分佈的空間單元與先前幾項數據之空

間分佈結果並無太大差異，即以北中南三大都會區為主，但北部地區的廠

商家數以略為減少的情況。 

表 4- 5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廠商家數統計表 

年度 1981 1991 2001 

平均數 117 166 123 
標準誤 13 17 12 
標準差 218 293 198 

最小值 1 1 1 
最大值 2,178 2,315 1,765 
總和 31,777 47,871 35,963 
個數 272 289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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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廠商家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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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空間集中指標分析空間集中指標分析空間集中指標分析空間集中指標分析 

在圖 4-6 中，為空間集中指標計算後之結果。在 1981 年，北部地區群

聚地帶大至集中在台北市至桃園中壢一帶；中部地區則是以台中潭子周邊

為主；南部地區則為台南市及高雄市一帶。至 1991 年，北部地區群聚地帶

向南延伸至新竹周邊；中部地區無太大變動；南部地區，台南至高雄連為

一帶狀區域。2001 年時，與 1991 年相較，則無太大之差異。總體而言，北

部與中部區域的空間單元群聚現象，有逐漸連成帶狀區域的傾向，南部區

域則以台南高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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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1981 年至 2001 年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空間集中指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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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汽車業汽車業汽車業汽車業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一一一一、、、、產業關聯分析結果產業關聯分析結果產業關聯分析結果產業關聯分析結果9 

1981 年、1991 年及 2001 年之分析結果分別為表 4-6、表 4-7 及表 4-8。
其中 1981 年時，因汽車業與機車業在產業關聯表中屬於同一分類，故 1981
年之辨別結果為汽車業及機車業之主要關聯產業。 

表 4- 6 1981 年汽車業及機車業之主要關聯產業辨別結果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原油及天然氣 否 工業專業機械 是 

基本石油化工原料 是 電機及其他電器 是 

塑膠(人造樹脂) 是 汽車及機車 是 

其他化學材料 是 電力 否 

其他化學製品 是 零售 否 

橡膠製品 是 國際貿易 否 

生鐵及粗鋼 是 其他陸上運輸 否 

鋼鐵初級製品 是 金融 否 

鋼鐵製品 是   

表 4- 7 1991 年汽車業之主要關聯產業辨別結果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林產 否 其他金屬製品 是 

煤 否 家用電器 是 

金屬礦產 否 電機及其他電器 是 

製材 是 汽車 是 

合板 是 電力 否 

非金屬家具 是 批發 否 

煤製品 是 零售 否 

生鐵及粗鋼 是 國際貿易 否 

鋼鐵初級製品 是 金融 否 

其他金屬 是   

 

 
 
 
 
 
 

                                                 
9 本文中僅列出汽車業以及船舶業兩產業之關聯分析結果，其餘運輸工具業之分析結果詳

見附錄一。詳細之分析內容請參照附錄二。分析結果之產業『是否屬於製造業』，為參照

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歷年行業分類資料之中分類資料于以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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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2001 年汽車業之主要關聯產業辨別結果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金屬礦產 否 汽車 是 

石油煉製品 是 電力 否 

生鐵及粗鋼 是 批發 否 

鋼鐵初級製品 是 零售 否 

金屬鍛造及粉末冶金 是 其他陸上運輸 否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是 金融 否 

金屬容器 是 汽車維修服務 否 

其他金屬製品 是   

由前述三個年度的辨別結果來看，並與其他相關報告相互比較，並無

太大之差異性。從中可觀察出，汽車業主要之關聯產業大多為鋼鐵金屬相

關產業、石油煉製品相關產業以及電子電機相關產業，隨著時間的變化並

無產生太大的差異。圖 4-7 則可看出在製造汽車的過程中，所需的零組件

及其關聯產業之概況。 

 
圖 4- 7 汽車製造原材料使用情況 
資料來源：2000 年汽車產業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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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空間空間空間空間集中指標集中指標集中指標集中指標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以下分別從兩個層面來看汽車業在 1981 年～2001 年所發生的版圖變

遷情況。運輸製造業及主要關聯產業面是以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中之

製造業為分析主體；運輸製造業面則是以汽車業本身，即汽車製造業及汽

車零組件業。如前述之情形，即 1981 年之資料為汽車業及機車業為合併計

算。在中衛體系的建立下，汽車整車廠與汽車零組件廠商與其各自的衛星

工廠在地理空間上的鄰近，也會對下述的分析成果，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一一一））））運輸運輸運輸運輸製造製造製造製造業及業及業及業及主要主要主要主要關聯產業面關聯產業面關聯產業面關聯產業面 

圖 4-8 為 1981 年～2001 年間，台灣汽車製造業及其關聯產業在空間單

元中的集中概況。圖 4-9 則為 1981 年～2001 年北部地區的概況。1981 年

時，北部地區集中的空間單元，為台北市西南區延伸至桃園市周邊地區；

1991 年時，分佈情況，大體上與 1981 年時相同，但在桃園中壢及新竹湖口

之集中情況較先前更為顯著；2001 年時，台北市周邊的集中情況有減少的

情況，原先桃園、新竹一帶的集中情況則無太大差異。 

1981 年～2001 年的中部地區概況為圖 4-10。1981 年時，中部地區的

集中情況，則以台中市及周邊地區為主，包含台中市以南、以北的台中縣

地區，以及部分彰化縣及南投縣的空間單元；1991 年時，中部地區的集中

情況，較 1981 年時有減少的情況，但苗栗一帶開始出現集中情況；至 2001
年，中部地區的情況在台中市周邊空間單元集中的情況減少，在台中縣與

苗栗縣交界處，以及台中縣及彰化縣交界處的集中情況則較為明顯。 

南部地區在 1981 年～2001 年的概況則為圖 4-11。1981 年時，南部地

區主要集中在嘉義市、台南市以及高雄市；1991 年時，嘉義市一帶有些許

向外擴張的情形，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兩者間有串聯成帶狀的情況；2001 年

時，則延續帶狀的發展，且更向北邊延伸。 

從 1981 年至 2001 年，20 年間的發展來看，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

在空間上的分佈，在北部地區的集中情況來看，台北市區內的集中情況逐

漸減少，而桃園周邊的集中情況則是有增加的情況，由此看來，北部的版

圖是逐漸從台北轉移至桃園地區；中部地區集中的版圖，大體而言是沒有

太大的變動，主要的差異在於原先台中潭子周邊的聚集情況逐漸減少；而

南部地區的發展，是由點狀的發展，逐漸連接，進而形成帶狀的集中型態。 

與總體運輸製造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的空間集中情況來進行比較，

1981 年時，北部與南部地區並無太大差異，僅中部地區在南投縣的分佈情

況，與總體運輸製造業有所不同。與 1991 年總體運輸製造業之空間集中情

況相比較，中南部地區的情況大致相符，北部地區的集中情況則有所差異，

主要差異在新竹一帶的集中情況，總體運輸製造業在新竹的空間集中單元

較汽車業為多。2001 年時，北部地區除新竹一帶的集中情況有所差異外，

其餘在台北桃園一帶的狀況大致相同，中南部的集中情況則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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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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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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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中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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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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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運輸運輸運輸運輸製造製造製造製造業業業業面面面面 

在運輸製造業面的分析中，就以汽車產業本身為分析的對象，其中包

含了汽車製造業以及汽車零組件業，1981 年的計算結果中則多包涵了機車

業。1981 年～2001 年汽車製造業在空間單元上的集中概況如圖 4-12 所示。 

圖 4-13 為北部地區 1981 年～2001 年的概況。1981 年時，以台北市為

主，包含少部分台北縣地區，另外一部份則是以桃園中壢為中心以及其周

邊地區的集中情況；1991 年時，台北市的情況與 1981 年時相同，但桃園中

壢的集中情況更為顯著，且其周邊地區的集中情況也有所增加；2001 年時，

台北市的集中情況，與前一個時間點比較呈現的是減少的情況，以桃園中

壢為中心的集中情況有更向外擴張的情形，同時新竹湖口的集中程度也更

為明顯。 

中部地區的概況則如圖 4-14 所示。1981 年時的概況，中部地區的集中

情況則較為零散，僅有部分台中市及彰化縣；1991 年時，相較於 1981 年則

是大幅減少的情況，僅剩下苗栗縣、台中縣以及彰化縣，共計 4 個空間單

元有集中的情況；2001 年時，苗栗三義的集中情況較先前更為顯著，而在

1991 年時較零散的台中彰化地區，在 2001 年時集中情況則又呈現增加的情

形。 

圖 4-15 則為南部地區的概況。1981 年時，集中情況是以台南市周邊以

及高雄市周邊，但範圍並不大；1991 年時，集中情況是呈現減少的，台南

市周邊的集中情況無太大差異，而高雄市的集中情況則消失，僅零星的剩

下高雄縣一處及屏東市有集中的情況；2001 年時，基本上則維持與 1991
年時相同的結果，也就是以台南市為主，其他則是相當零星的分佈。 

與 1981 年運輸製造業及主要關聯產業面分析進行比較，在空間分佈的

區位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唯一的差異在於集中的範圍，運輸產業面的集

中範圍，大約都是在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的集中範圍內部，也就是說運

輸製造業面的集中範圍是被運輸製造業及主要關聯產業面的集中範圍所含

括。與 1991 年運輸製造業及主要關聯產業面的分析結果比較，北部地區除

了桃園中壢的集中程度有所差異外，其餘的空間單元並無差別；在中南部

地區則有明顯的差別，也就是兩個地區的集中情況與運輸製造業及主要關

聯產業面比較都呈現大幅減少的情況。與 2001 年時，運輸製造業及主要關

聯產業面比較可以發現，北部地區大致是沒有差異的，但中南部的分佈範

圍在運輸製造業面的分析中，有正向聚集的空間單元明顯低於運輸製造業

及主要關聯產業面的分析結果。 

從三個年度的分析結果來進行觀察，北部地區在 1981 年時有台北市及

桃園中壢一帶兩個中心，但隨著時間，台北市的重要性逐漸降低，至 2001
年時僅剩下桃園中壢一個中心，可見北部地區汽車產業的版圖有轉向以桃

園為重心的情況；在中部地區，原先的分佈情況就較為零散，苗栗三義的

集中情況自 1991 年開始出現，2001 年時又更為顯著，可見其為中，可見三

義汽車產業在中部地區的重要性，另外台中彰化交界的集中情況總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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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呈現增加的情況；來到南部地區，相較於中北部的發展，南部地區的汽

車產業版圖相對較為薄弱，在 1981 年～2001 年之間，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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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汽車業空間集中概況圖 



台灣運輸製造業群聚版圖變遷分析  
    

 61

圖 4- 13 汽車業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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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 汽車業中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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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汽車業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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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兩者的空間集中指標來看，就北部地區而言，台北市區的高

度集中，可能原因在於製造業廠商將其公司總部設於市區，而在普查計算

時，並未將其工廠之產值列入廠址所在地之空間單元進行計算，而全部集

中於總公司所在地來進行計算，此為造成台北市高度集中的原因之一。 

在 1981 年～1991 年間台北縣新店周邊的集中情況，原因在於裕隆汽車

早期於新店設廠，直至後期苗栗三義廠設立後，才使得新店廠重要性降低，

造成其集中度降低。另外在桃園中壢、新竹湖口一帶所衍生出的集中情況，

主要在於國瑞汽車 1987 年於中壢設廠，福特六合公司也於中壢設廠以及中

華汽車於桃園楊梅、新竹湖口設廠，再加上汽車產業上下遊關聯較為強烈，

跟政府所推動的中衛體系，對帶動周邊地區汽車製造產業廠商的設立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進而從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自 1991 年後，中壢、湖口周

邊地區的集中情況有增加的情況。 

在運輸製造業面向上，雖然中壢本身的集中情況有由高度聚集轉向低

度聚集的情況，但此與周邊地區汽車製造業的興起有所關聯。亦即中壢原

先與周邊地區對比之下是高度聚集的情況，但因為其高度的聚集，帶動相

關汽車製造業的設立，進而使周邊地區的集中度提高，相較之下，即便中

壢地區在汽車產業產值表現依舊，甚至更佳，但周邊地區的表現也較先前

為好，便會造成中壢本身的集中度降低。在中部地區的集中情況，相較於

北部的發展而言是較為零散的。僅有三義有明顯的高度集中情況，其原因

在於裕隆於該地設廠，但是其卻未對鄰近空間單元有較明顯的影響。台塑

汽車（原三富汽車）於台中大肚設廠，周邊地區有其中衛體系下的合作廠，

此皆為造成中部地區汽車製造業聚集之因素。在南部地區汽車整車廠相形

之下，則較為欠缺，其零星的集中情況主要在於，大億交通、堤維西交通10

於台南市的設廠，而連帶的造成周邊地區的汽車零組件業集中的現象。 

另一方面，則比較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之空間集中概況以及汽車

業之空間集中概況，來瞭解汽車業之主要關聯產業與汽車業在空間集中情

況上的關係。先以北部地區進行觀察，可以發現單純以汽車業進行空間集

中指標分析之結果與加入汽車業主要關聯產業之分析結果，兩者的差異僅

在於範圍的大小，發展的形狀、位置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中部地區的發展

情況大致與北部地區相同；至於南部地區，汽車業的空間集中情況與加入

主要關聯產業之後的空間集中情況，除了範圍的差異外，其發展的型態有

比較明顯的差異，汽車業的集中情況是以台南及高雄地區的點狀發展型

態，但加入主要關聯產業後，發展的型態則隨時間，由點狀發展成帶狀，

且偏離原先汽車業空間集中的空間單元。 

從前述的分析結果來看，北部以及中部地區，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

業在空間集中的概況，並無太大差異，此及代表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

在空間的關係以及產業本身的發展是相對緊密的；在南部地區的發展情況

                                                 
10 二者本為同公司，堤維西交通為外資進入後所分出。目前大億為國內車燈市場最大供應

商 ， 市 佔 率 達 8 成 以 上 ； 堤 維 西 交 通 則 以 外 銷 為 主 。（ 大 億 交 通 ，

http://www.tayih-ind.com.tw/，2007/03、堤維西交通，http://www.tyc.com.tw/index.asp，
2007/03、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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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車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間的關係，不論在空間或是產業發展上則是

相對薄弱的。 

三三三三、、、、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汽車產業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在其價值活動中，也產生了許多的變化，

台灣的汽車產業發展在此一浪潮下其角色是否也產生變化，即是以下探討

的重點。個別就汽車製造業以及汽車零組件業來觀察汽車業的發展概況。

在汽車製造業方面，目前國內生產的情況大多以內銷為主，外銷數量相對

較低，不過近年來已有增加的趨勢，而國內的市場約 80％是由四大車商所

佔有，分別為中華、裕隆、國瑞以及福特六合。在汽車零組件業的發展方

面，其與汽車製造業在產值上的差異相當低，在圖 4-16 中可以看出兩者的

差異，至 2001 年，零組件業的產值更是超過了汽車製造業，在其出口方面

來看，至 2003 年底止，汽車零組件業外銷數量約在五成左右，美國、香港

以及大陸就佔了外銷市場的 50％以上。 

 
圖 4- 16 汽車產業近年產值概況圖 

資料來源：車輛工業月刊第 132 期，2005。 

在汽車產業的發展中，各個國家在發展初期均採取保護政策，希望能

以自產之汽車取代進口汽車，但隨著市場的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協定的

形成，再加上廠商為了搜尋最低成本的生產區位，因此便在世界各地以產

業分工的型態，以拓展其生產規模。台灣汽車產業的發展與銷售，隨著內

外環境的改變，也有幾個不同的階段，從這幾個階段中，便可粗略看出台

灣汽車產業與全球接軌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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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台灣汽車產業與全球發展 

資料來源：歸納自歐洲汽車產業全球化分析、全球化下兩岸汽車產業互動模式與競爭比

較、台灣地區汽車產業傳 

圖 4-17 中可以瞭解全球汽車產業以及台灣汽車產業以及市場的發展概

況，即便早期政府是以保護主義希冀國內汽車產業的發展，但仍須透過與

國內廠商的合作，才能有所進展。在技術合作與外商投資的年代中，台灣

在全球汽車產業中扮演著相當地方性的角色，在主要的汽車集團中僅屬於

地方生產的一個環節。隨著台灣本身的經濟成長與產業的轉型，也逐漸提

升台灣汽車產業在國際的地位，諸如開始外銷、裕隆成為日產汽車的國際

分工環節、廠商進軍大陸投資、自行研發等等。 

而在高度全球化的當下，汽車產業的分工也更趨複雜。目前全球汽車

產業大致可分為六大集團與四大獨立製造商，集團中的品牌與經營策略都

有所差異，目的在於能提高其市場的佔有率。表 4-9 即為全球汽車產業的

集團及其品牌，這些品牌，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成為主要汽車集團中國

際分工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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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全球主要大型汽車集團 

集團 集 團 成 員 
美國地區： Buick, Cadillac, Chevrolet, GMC, Holden, 

HUMMER, Oldsmobile, Pontiac, Saturn 
歐洲地區： Fiat, Alfa Romeo, Lancia, SAAB, Ferrari, 

Opel/Vauxhall, Iveco, Maserati 

General 
Motor 

亞太地區： Isuzu, Suzuki, Fuji/Subaru, Daewoo 
美國地區： Ford, Lincoln, Mercury 
歐洲地區： Volvo, Land Rover, Jaguar, Aston Martin Ford 
亞太地區： Mazda 
美國地區： Chrysler, Dodge, Jeep 
歐洲地區： Mercedes-Benz, Maybach, Smart Daimler- 

Chrysler 
亞太地區： FUSO, Mitsubishi, Hyundai 

美國地區： Lexus, Scion 
TOYOTA 

亞太地區： Toyota, Daihatsu, Hino 

Volkswagen 歐洲地區： VW, Skoda, Audi, Seat, Bugatti, Lamborghini, 
Bentley, Scania, Rolls-Royce 

美國地區： INFINITY 

歐洲地區： Renault Renault- 
NISSAN 

亞太地區： Nissan, Nissan Diesel, Dacia, Renault-Samsung 

PSA 歐洲地區： Peugeot, Citroen 
美國地區： Acura 

Honda 
亞太地區： Honda 

BMW 歐洲地區： BMW, Mini 

Hyundai 亞太地區： Hyundai, Kia 
資料來源：全球化下兩岸汽車產業互動模式與競爭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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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汽車製造業全球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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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著全球汽車產業的腳步，台灣的汽車產業也是此龐大複雜體系中

的一個環節。在上述的營運狀況中，台灣汽車廠商與各大集團間的關聯可

以由上圖 4-18 來進行粗略的瞭解。圖中主要以台灣汽車產業與與歐美日韓

以及前往中國大陸或外地投資或技術協助、轉移的關係（不包括汽車行銷、

服務等關係，如裕隆通用汽車代理銷售 GM 集團下之品牌）來描繪，故歐

美日韓與中國大陸彼此間的關係，或是集團關係，部分於以省略，以提高

本圖之易讀性。綜合表 4-9、圖 4-18 以及相關統計資料報告來看，目前台

灣在全球汽車產業的佈局中，主要受到日系品牌的影響，不論在公司股權

或是在技術協助方面，進而成為主要汽車集團在國際分工的一份子。在台

灣現有的廠商中，以裕隆企業集團最為蓬勃發展，其下在台灣的部分有中

華汽車、裕隆汽車兩大整車廠，另外也跨足中國大陸及菲律賓，並透過技

術轉移的方式協助越南、印度等地進行生產。在福特集團下的福特六合公

司，也在 2004 年時被集團內部評選為亞太地區的製造中心。 

將觀察的角度從原先的汽車製造（整車廠）擴及汽車零組件業以及相

關的研發體系。首先在零組件廠商的部分，其產品主要提供給國內的整車

廠或是提供國內外的售後服務市場。但是由零組件業廠商所生產主要產品

之出口資料來觀察，國內廠商外銷部分產品均非關鍵零件，如引擎、變速

箱等。另一方面，零組件廠商為了擴展其事業版圖，也加強其在海外地區

的設廠，如中國大陸、歐洲等地。在研發的面向上，國內較具規模的廠商，

不論是汽車製造或是汽車零組件，都有研發單位的設立。但在其研發的層

次上，是屬於將原廠之設計，研發成適合本地之產品為主，創新性的研發

較為欠缺。 

綜合上述在汽車製造、汽車零組件，以致於各項研發活動的描述，再

結合相關資料的分析，單就製造業在生產研發上的角度繪製圖 4-20。圖中

位居全球地位的，莫過於主要汽車集團的關鍵生產技術與概念車型的研

發，接著便是主要零組件的研發與生產。在區域層級方面，有區域的研發

中心、生產中心等。在次級零組件的生產與研發上，其位階則介於區域與

地方間。最低的層級則是地方的生產中心。早期台灣的汽車產業，大概只

能屬於地方生產或是次級零組件生產的性質，但伴隨全球化的來臨，加上

台灣廠商本身接受國外廠商在資金及技術的挹注，便逐漸的提升台灣汽車

產業在全球的位階。現階段台灣的汽車產業，大至是圖 4-19 中在區域以及

地方層級的位階，若能在研發上跳脫現有的研發模式，勢必可再度提昇台

灣汽車產業在全球的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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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 台灣汽車產業全球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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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船舶業船舶業船舶業船舶業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一一一一、、、、產業關聯分析結果產業關聯分析結果產業關聯分析結果產業關聯分析結果 

船舶業與其主要關聯產業在 1981 年、1991 年以及 2001 年之辨別結果

如表 4-10、表 4-11 及表 4-12 所示： 

表 4- 10 1981 年船舶業主要關聯產業辨別結果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金屬礦 否 機械零件及修配 是 

石油煉製品 是 電機及其他電器 是 

生鐵及粗鋼 是 船舶 是 

鋼鐵初級製品 是 電力 否 

其他金屬 是 零售 否 

鋼鐵製品 是 國際貿易 否 

鋁製品 是 其他陸上運輸 否 

產業通用機械 是   

表 4- 11 1991 年船舶業主要關聯產業辨別結果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金屬礦產 否 船舶 是 

生鐵及粗鋼 是 電力 否 

鋼鐵初級製品 是 批發 否 

金屬家用器具 是 零售 否 

鋼鐵製品 是 國際貿易 否 

通信機械器材 是 其他陸上運輸 否 

電子零組件 是 金融 否 

表 4- 12 2001 年船舶業主要關聯產業辨別結果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業別 是否屬於製造業 

金屬礦產 否 半導體 是 

生鐵及粗鋼 是 船舶 是 

鋼鐵初級製品 是 電力 否 

通信器材 是   

由上述三個年度的結果來看，在船舶業主要關聯產業中的製造業方

面，大致上是以鋼鐵、機械、電子以及船舶為主。由於透過各年度的產業

關聯表及生產者投入係數表，故除了前述幾項主要的關聯產業外，其他的

產業在船舶業的關聯產業中，佔的比重相對較低，所以產生了變化。整體

而言，台灣船舶產業在 1981 年～2001 年間的主要關聯產業，並無產生相當

大的變化，亦即船舶產業在近 20 年來的生產方式並無太大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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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999 年船舶產業年鑑中指出，在船舶製造業中，大略包含了鋼鐵、

機械、造船、電器及電子、石油化學等部分，而透過圖 4-20，可輕易看出，

鋼鐵、機械及造船，就佔了船舶製造關聯產業的 75％以上。再與前述的辨

別結果兩相比較來看，兩者間無太大差異。 

造船廠

機械

鋼鐵

電器及電子

石油化學

非鐵金屬 其他

 
圖 4- 20 船舶產業關聯圖 

資料來源：船舶產業年鑑，1999 

二二二二、、、、空間集中指標空間集中指標空間集中指標空間集中指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以下分別從兩個層面來看船舶產業在 1981 年～2001 年所發生的版圖

變遷情況。第一個層面是以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為分析主體；第二層

面則是以船舶業本身，也就是前述所提及的船舶修造修配業及船舶設備零

件業。 

（（（（一一一一））））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 

圖 4-21 為 1981 年～2001 年間，台灣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在空間

單元中的集中概況。圖 4-22 為北部地區在 1981 年～2001 年時的分佈情況，

1981 年時主要集中在台北市，台北縣西南區一直延伸至桃園縣中壢市一

帶；1991 年時，大致與 1981 年相同，但是有向南擴展至新竹的情況，此種

情況可能與電子零組件業在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性；在 2001
年時，原先台北市區有較明顯的集中情況，但已有減少的情況，而由台北

縣一直至新竹，集中情況也略微減少，呈現帶狀的情況，新竹周邊的集中

情況，則因電子業之緣故，有明顯的增加。 

圖 4-23 則為中部地區的集中情況。在 1981 年時，以台中縣潭子鄉周

邊，台中市東南區周邊，及彰化市周邊幾個行政區為主；至 1991 年，相較

於 1981 年則有縮減的情況，原先在台中縣潭子鄉周邊有明顯的集中情況，

僅存潭子鄉，及鄰近的神岡鄉及台中市西屯區，而原先台中東南區一帶延

伸至彰化市周邊的集中情況，也僅存台中東南區周邊的行政區及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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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時，原先的集中地區，幾乎都不具有集中的情況，僅存零星幾個行

政區有集中情況。 

南部地區的集中情況為圖 4-24。1981 年時，主要集中在台南市周邊以

及高雄市周邊；1991 年時，呈現減少的情況，原先台南是及高雄是周邊的

集中情況，其集中範圍均有所縮小；至 2001 年，原先台南市區的集中情況

消失，轉移至台南市東邊至北邊一帶，高雄市的集中情況，則又增加了高

雄縣鄰近高雄市東北邊的一些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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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1 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製造業空間集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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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2 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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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3 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中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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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4 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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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先前總體運輸製造業在 1981 年之空間集中指標來進行比較，兩者並

無太大之差異性，因此可說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業與總體運輸製造業

在空間的集中情況是一致的。與 1991 年之總體運輸製造業比較，北部的集

中情況大致相符，但中南部地區則有所差異。2001 年時，與總體運輸製造

業之空間集中指標比較，北部大致相符，但中南部地區則有所差異。 

綜觀 3 個年度的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製造業的空間集中指標，北部地

區的群聚版圖，在台北至新竹，有逐漸形成帶狀的情況；中部地區的群聚

版圖則呈現萎縮；南部地區在 1981 年～2001 年間則未有明顯的差異。 

（（（（二二二二））））運輸運輸運輸運輸製造製造製造製造業面業面業面業面 

運輸製造業面的分析，則單獨以船舶業本身來進行。在圖 4-25 中，為

船舶業 1981 年～2001 年的空間集中概況。其中可以看出中部地區在船舶業

的集中上，幾乎是沒有的，1991 年以及 2001 年則分別零星出現幾個集中的

空間單元。在圖 4-26 中為北部區域的集中情況，1981 年時，以地處基隆港

的基隆市，以及部分台北市區、台北縣之行政區為集中地區；1991 年時，

在基隆港周邊並無太大變化，而台北縣市一帶的集中情況，相較於 1981 年

則略有變化；至 2001 年時，分佈情形依舊，但台北市的集中情況再略微減

少，而台北縣的情況則在靠淡水鎮的集中情況有所增加。 

圖 4-27 為南部地區的集中情況，在 1981 年時，集中在台南市南區周

邊，以及高雄港邊的行政區；1991 年時，原先在台南市周邊的集中情況，

呈現了減少的情況，僅剩下一個行政區有集中情況，高雄市則是依原先的

集中範圍有向外擴張的情形發生；2001 年時，集中情況，則維持與 1991
年時大致相同。 

與 1981 年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的結果相比較來看，除了南部地區之

外，中部以及北部地區的差異性都較大，由此可以看出南部地區的船舶業

與其關聯製造業，在空間單元中集中所產生的群聚情況較中北部明顯，北

部地區的群聚情況雖不及南部的集中，但仍較中部地區佳。 

與 1991 年、2001 年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的比較來看，基本上是與

1981 年時相同的。 

綜合三個年度的變化來看，基本上在船舶業的群聚版圖，並無明顯的

變遷，唯一較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北縣八里鄉一帶，自 1981 年至 2001 年，

船舶業有向其鄰近地區集中的情況，主因可能在於鄰近地區的遊艇廠。 

就前述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與運輸產業面的群聚版圖分析以及先前

所描述的船舶產業概況來看，運輸產業及關聯產業面以及運輸產業面的群

聚現象與各船廠底下的衛星工廠有絕對的關係，就資料顯示，衛星工廠絕

大多數是位於中心工廠所在空間單元的鄰近空間單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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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5 船舶業空間集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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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6 船舶業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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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 船舶業南部地區空間集中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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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兩大層面的分析來看，台灣船舶業的集中地區，是以高雄港

周邊以及基隆港周邊為主要地區，在 1981 年至 2001 年間也並無產生明顯

的變化。從廠商設廠來看，台灣目前唯一的大型船廠，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原中國造船公司），即在高雄港及基隆港分別設廠，進而帶動周邊地區船

舶產業的集中。特別在前述分析結果中，可看出高雄港周邊的集中情況，

遠優於基隆港周邊，大致可歸因於高雄地區鋼鐵工業的的興盛，船舶製造

的成本中，有約 20％之來自於鋼鐵，故除了接近於港口的優勢外，高雄地

區因鋼鐵工業的加持，使得船舶產業更加的集中。 

另一方面，則比較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之空間集中概況以及船舶

業之空間集中概況，以進一步瞭解船舶業之主要關聯產業與船舶業在空間

集中情況上的關係。先以北部地區進行觀察，由於船舶業中主要關聯產業

裡有電子相關產業，因此在觀察船舶業之空間集中概況以及船舶業及其主

要關聯產業之空間集中概況時，兩者有明顯的差異存在，在單看船舶業時，

其空間集中之空間單元，是以港口邊為主，但加入主要關聯產業時，整個

空間集中情況，都被拉往新竹科學園區一帶；中部地區的情況也是類似於

北部區域，單以船舶業的集中情況來看，幾乎是沒有集中的空間單元，但

加入主要關聯產業進行計算時，則零星出現於一些空間單元上；來到南部

地區的發展情況，兩者間的空間集中情況則大致相符，沒有明顯的差異。 

由這些發展的情況看來，北部與中部地區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間

的空間關聯性較為薄弱，兩者在空間上的集中情況幾乎是各自獨立的情

況；南部地區的發展，船舶業及其主要關聯產業間空間關聯性則是相對較

強。 

三三三三、、、、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船舶產業屬於國際性的產業，而在全球生產網絡的思考下，如何定義

台灣的船舶產業，進而瞭解台灣船舶產業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以助

於透過最適宜的方式，使船舶產業能持續發展，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台灣的船舶業，如前所述，區分為船舶建造修配以及船舶設備零件兩

大分類，在船舶建造方面，根據相關資料表示，在 1999 年世界商船市場之

佔有率為 3％，排名世界第五。在遊艇市場方面，也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

2005 年底時，排名世界第五。 

從時間面向來加以觀察，我國船舶產業中船舶建造修配的主力，即大

型的商船，在全球市場的產量排名中自 1971 年至 1985 年間，大體而言呈

現上揚的趨勢，1985 年之後則呈現平穩的情況，圖 4-29 則呈現此種情況。

另方面，聞名全球的遊艇產業，外銷數量方面，由圖 4-30 可以觀察到在 1980
年代中期達到高峰，其後則是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但是因遊艇產業其發

展目標在於大型化、高品質及高單價，故遊艇的平均單價是呈現逐年上升

的情況，最新的消息表示，在 2006 年底時，遊艇平均單價以達到約新台幣

4,000 萬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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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8 台灣商船年產量及世界排名 

資料來源：台灣船舶網，2007 

 
圖 4- 29 台灣歷年外銷遊艇單價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船舶網，2007 

從前述所整理的 1981 年～2001 年之統計資料，及近年來相關的資料顯

示，台灣船舶業大致是呈現平穩發展的情況。而將分析的廣度擴及全球的

面向來看，全球主要造船國家包含了日本、南韓、中國、德國、義大利、

波蘭、西班牙、丹麥、台灣等，其年產量就佔了全球產量的 90％以上，其

中的日本、南韓更是佔了超過 70％，由此可見亞太地區在全球造船市場的

重要性。 

半個世紀以前，歐洲地區的造船廠位居世界造船業的龍頭，但其優勢

在 1950 年代後期遭到日本船廠的挑戰，至 1960 年代中期日本在造船的領

域中以位居十分重要的地位。瑞典、英國等國也相繼退出造船產業，其他

歐洲國家也都不敵日本。南韓則自 1980 年代起開始投入造船事業。中國大

陸造船事業雖早有發展，但其至 1990 年代中期才加入國際市場的競爭中。

由上述的資料中可以看出，世界造船的重心已由歐洲地去移轉至亞太地區。 

船舶建造的成本中，屬於船舶設備零件的部分就佔了約 50％～60％，

但礙於相關設備零件需經過國際認證，且產品樣式多產量少，使得國內生

產無法達到經濟規模，故造船廠在成本考量下，絕大部分之設備零件均需

透過國外進口，能由國內自足的部分僅有鋼材相關產品。在上述的因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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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船舶業要能面對全球的競爭，就必須提高整體的生產效率，以增加

自身的競爭力。 

另外在世界上足以嶄露頭角的遊艇製造業，從前述的資料看來，在產

量、廠商數目上雖然是呈現萎縮的跡象，但是近年來卻逐漸轉型，改生產

高附加價值之巨型豪華遊艇，從全球生產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優勢在於工

藝設計、技術工人等。儘管在如此的優勢下，台灣遊艇產業的發展仍有許

多待改善，如試航的合法問題、遊艇碼頭的缺乏等。在船舶業空間集中指

標分析中，可以看出船舶業主要集中在高雄、基隆一帶，由於發展已久，

使得廠商在土地取得上有相當的難度，但台灣四面環海，很多縣市都有碼

頭的設置，若能加以好好利用，將可進一步增加遊艇業建廠、擴廠的機會，

抑或打開其產品內銷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