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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模式 

第一節  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的模式 

在台灣，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的模式；經過前面的文獻回顧與個案

實證，研究發現該路徑會受到政府對該產業發展方向（于宗先等，2003）、
在國際經濟裡頭的自主能力（龐建國，1993；段承璞等，1999），和其規範

與介入廠商活動的行政作為之不同（Amsden, 1989；瞿宛文，1997），而出

現不同情形。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基本上存在著出口導向、開放競爭，

或是扶植產業、建立內部生產供應體系的差異。在個案裡，數位遊戲產業

明顯地是政府現階段積極干預、扶植產業組織的目標產業（經濟部工業局，

2005）。其政策白皮書凸顯了政府投入諸多資源，從研究經費投入、到由政

府領導研發機構網絡所衍生的產業組織；政府透過產學研合作計畫，有計

畫地扶植起該產業完整的體系，如由政府資源所成立的資策會網路多媒體

研究所創意多媒體中心、數位內容學院，還有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創新育成

中心……，就分別在該產業的技術與知識網絡裡，扮演培育開發製作商和

技術研發商的角色（沈明展等，2006a）。因而產業合作網絡亦呈現出以這

些研發機構或知識設施為網絡核心的集結，凸顯被扶植產業在國家創新系

統下的產業網絡行為。 

其次，由於數位產業開放特性與網路世界無遠弗屆；政府並無法像過

去冷戰時期一樣，因特殊的地緣政治與歷史機緣，依附美國市場（段承璞

等，1999）。並利用擴大出口即能提升國內產業經濟（Wade, 1990；谷蒲孝

雄等，1995）。在虛擬網路世界裡與全球化今天，政府所能做的只是於內部

透過其領導研發機構，厚植技術與知識的競爭力（Amsden et al., 2003），以

回應該產業之於全球競爭，消費者的創意與求新求變需求。因而政府從北

到南，除了研發機構還有大學院校相關科系，與創新育成中心，從事著輔

導與提升數位遊戲產業廠商的工作（沈明展等，2006a）。目前，政府策略

性地鎖定以經營「線上網站」來進入全球市場，如此可以避免遊戲機台被

日商 SONY 與「任天堂」壟斷局面，和華文世界單機版遊戲軟體易於仿冒

和抄襲的發展困境（沈明展等，2006a）。而從該產業合作網絡矩陣來看，

數位遊戲產業網絡亦呈現出幾個重要的網絡行動者，如大宇、奧汀、大新、

光譜、弘煜科技、松崗科技…；正和政府所領導研發機構，中華電信公司、

國外公司共同構成一個包含開發製作與技術研發商、電信基盤建設、海外

市場，和知識與技術創新來源等成員，完整的生產供應體系。 

反觀自行車產業，雖然該產業自始即非並非政府積極干預、扶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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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目標產業。但從其歷程也觀察到政府在產業不同發展階段的角色變

換，繼而影響該產業合作網絡行為。自行車產業與全球生產連結，始於 1972
年美國能源危機因而突然需要大量自行車供應，故委託台灣代工廠進行生

產（瞿宛文、李佳靜，1999）。但是在能源危機過後，卻以台灣製造自行車

品質不佳為由反對廉價傾銷；復以國內大小廠間削價與惡性競爭，終致自

行車產業急速萎縮（陳美玲編著，2003）。而當時政府正採行，出口擴張與

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來提高國內經濟成長；所以，為挽救台灣自行車在國

際市場的聲譽，便由研發機構，並配合品質不佳的外銷禁令，來改善國內

自行車產業的生產技術與出口困境（陳美玲編著，2003；石育賢編著，

2004）。政府所領導的研發機構，主要是工研院和中衛發展中心，一方面從

事自行車零組件生產技術的提升與產品品質的改善，另一方面建構的新的

生產合作秩序，有效地防止了大小廠惡性競爭的行為；如此在自行車中衛

體系裡面的中心組裝廠可以與研發機構合作，專心地發展其車架與車款有

關的核心技術，不用再囤積零組件備料，避免零件商惡意停止供應的風險。

同時，做為衛星工廠的零件商也可以和研發機構合作，發展關鍵零組件，

不再覬覦組裝成車的獲利市場；而政府領導的研發機構也適時地拉高零件

與車架的技術門檻（王金安，2001；沈明展，2007a）。 

政府在 1970 年代依附美國市場，主導國內產業與國際生產連結，並且

透過中衛體系，和在此體系內挹注研發資源，造就該產業自 1980 年替代日

本成為全球第一大自行車出口國（石育賢編著，2004）。然而，這其中政府

並未扶植自行車產業任何一家廠商；所利用的研究機構和中衛體系，充其

量只是提供合作平台。政府對參與廠商並無強制性規定。這裡所呈現出的

產業合作網絡行為，是產業發展初期，政府運用來自外部對產品品質壓力，

轉而對內誘導廠商構築具有合作目的的網絡（Coe et al., 2004）。即便是這

些廠商本來是相互競爭，缺乏信任中介基礎，但在政府研發資源與公信力

背書下，導引廠商合作行為（Forfas, 2004）。 

部分文獻從自行車產業走向標準化生產、中心廠和零件商不再具有資

產專用的事實，以及中心組裝廠或零件商可同時向其他廠商採購的情形，

來認定該產業並不具有生產網絡（瞿宛文、李佳靜，1999；Amsden et al., 
2003）。本文則提出，該產業內並非完全不具有網絡關係，而是從過去的交

易性依賴，轉為非生產目的之非交易性依賴。具體而言，就是 1990 年代以

後出現的 TBEA 和 A-Team 聯盟等自發性產業網絡組織；透過集體行動決

定產業發展走向、商業運作模式和處理產業所面對全球化問題（石育賢編

著，2005）。並且打造出「GIANT」、「Merida」、「Made in Taiwan」等高級

自行車的品牌與產業地域聲譽，有效地區隔出印度和中國大陸所生產的廉

價代步車市場（沈明展，2007a）。最後在產業全球化競爭中勝出。回顧這

段後來的發展過程，台灣自行車廠商所面對的是，中國大陸與印度等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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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以廉價土地、生產成本優勢帶來的挑戰。從實證研究資料顯示，

政府的角色已從過去主導全球生產連結，轉為被廠商治理對象；政府配合

前面的產業組織，在公權力和行政上提供必要協助。在個案裡，就是海關

的查緝走私、查禁進口散裝半成品（SKD）再組裝成車的出口行為，以及

和環保署、交通部協調推動電動自行車。不過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都是

產業自發性網絡組織的集體行動，其信任合作基礎卻是和發展初期，政府

所建構的中衛體系息息相關。研究發現 TBEA 和 A-Team 聯盟等產業網絡

組織多是以巨大與美利達二大中衛體系原有成員所延伸出來的（沈明展，

2007a）。 

本文另一個非政府扶植產業組織、積極干預的地區性產業個案研究，

是鶯歌陶瓷產業所發生的案例。鶯歌陶瓷產業和自行車產業一樣，自始即

非政府策略性選擇的目標產業；其產業發展過程，除了日據時期曾頒佈「產

業組合法」，明確地是為了打破吳姓宗族壟斷市場局面，鼓勵小廠林立與自

由競爭外（徐文琴等，1993）。戰後，並無政府制訂的明文的產業政策來主

導該產業發展。但是鶯歌陶瓷在歷經產業全球競爭過程，面對中國大陸與

東南亞產地興起，逐漸地改變原有以建築、衛浴陶瓷，和器皿其他使用為

主的出口創匯導向（徐文琴等，1993），轉為以在地市場，日用與藝術陶瓷

的觀光產業發展取向，政府和當地自發性網絡組織的相互配合，以及該組

織與廠商的行銷合作卻是極為重要（沈明展，2007b）。 

鶯歌陶瓷產業是典型的地區產業，從其陶瓷發展史來看，此地原本就

存在老師傅工的原生網絡關係（鄭如婷，2002；陳政均，2004），特別是在

拉胚、捏塑和上釉、彩繪等藝術價值純度較高的工作流程（馬有成，1998a）。
然而，這些並不足以因應產業全球化競爭，1980 年代末期到 1990 年代初

期，該產業遭逢不動產景氣低迷與境外陶瓷產地興起，出口市場嚴重萎縮。

1988 年，在獅子會等地方人士奔走下，開始有類似嘉年華會活動，希望透

過展覽來促銷鶯歌陶瓷（吳易蓮，2000）。然而因為活動規模太小，故僅止

於幾天以內的地區性展售活動，並未引起太多注意。政府開始介入的地區

產業活動的時期，是在 1996 年由鶯歌鎮公所主辦鶯歌陶瓷嘉年華會活動，

並且規劃鶯歌陶瓷博物館，提供業者展售場地。後來因為經費問題，幾度

由台北縣政府、行政院文建會接手，最後納入文建會系統成為記錄陶瓷發

展史、收藏藝術品和提供國際交流平台的重要地標。整個鶯歌鎮發展陶瓷

產業觀光，其配套措施與條件最為成熟的時間是 2000 年。由經濟部委託中

衛發展中心的老街再造計畫、文建會的鶯歌陶瓷博物館相繼落成後，加上

早先於 1997 年完成的營建署城鄉新風貌計畫、示範公園，環保署的環保公

園等，都擴大了產業觀光活動的規模。2000 年的「千禧年、抱瓶安」活動

時間就長達一個月（吳易蓮，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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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鶯歌陶瓷產業改善體質，提高「容裝器皿」使用以外的其他價值者，

則是產業內所進行的合作行為。根據實證研究，此地廠商尋求鶯歌陶瓷的

創新價值主要還是和陶瓷公會合作尋覓新的出口市場，以及和鶯歌嘉年華

會活動與產業觀光活動實際主辦單位－「鶯歌陶瓷藝術發展協會」、「鶯歌

陶瓷文化觀光發展協會」等在地產業網絡組織，於活動層面的行銷合作；

譬如配合參展主題的系列性創作與競賽。所以，政府的空間規劃與文化活

動，表面上只擴大活動規模，與產業發展並無直接關連性。但是透過在地

既有網絡關係的產業組織，政府資源進來鶯歌後還是促成了廠商緊密合作

機會。此外政府的研發機構與知識設施，如台灣工藝研究所、鶯歌高職、

工研院和高等教育機構，則是分別在生產合作、工業用精密陶瓷技術研發，

和設計構想與創意合作上成為重要的網絡合作對象。 

政府干預對鶯歌陶瓷產業合作網絡影響，除了空間行銷策略會帶來產

業觀光的行銷合作機會，和研發機構與知識設施帶動的產學研生產與創意

合作外，當然還有具企業規模廠商向外延伸的組織網絡行為值得探究。當

研究發現鶯歌鎮內僅維持約一半的合作連結時，觀察在其他地方設有分支

機構的廠商，其空間佈局與部門分工行為，亦出現雷同情形。其向外延伸

部門，主要還是和行銷合作與區域治理有關的展示、零售和行政管理部門；

而這些著眼於更大市場的廠商，因為受限於鶯歌鎮發展資源與在地觀光市

場規模，因而透過部門的空間延伸，尋覓更廣泛的區域關係網絡。也因此，

台北市就成為這些延伸部門最主要的聚集地。畢竟台北市能提供的行政資

源與大學院校，以及和全球市場接軌的情形，還是台灣的首善之區，這對

於其他產業亦將企業總部設在台北市內是相同道理。 

下表 7.1.1，歸納出個案研究有關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的模式。政府

可能透過扶植產業組織，主導了目標產業的網絡行為；亦可能在產業發展

初期，提供產研合作機會與平台，並利用外部帶來的依賴發展情境，誘發

廠商自發性的網絡生產合作行為，或是於發展成熟的網絡組織裡，成為參

與合作對象之一；還有因為政府的行政作為，例如舉辦文化活動與空間規

劃，帶進來各種資源，所引發的合作機會，像是在既有的原生網絡關係上，

形成自發性合作網絡組織。以下分別就實證研究得到結果，說明政府干預

產業合作網絡的模式。 

一、政府扶植的產業合作網絡 

在數位遊戲產業的個案裡，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主要是制訂明確的產

業政策白皮書來主導其發展（經濟部工業局，2003；2005）。內容揭示了政

府扶植該產業的企圖心，透過政府所領導的研發機構衍生出許多產業組

織。座落於南港軟體園區的資策會數位內容學院就是其中知名的例子（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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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純，2004）。並且寄望利用這些被扶植的產業組織來建立該產業完整供應

體系（沈明展等，2006a）。然而，在虛擬網路世界與全球產業裡，政府的

領域自主能力其實已降低許多，無法再利用保護措施來限制國外的其他競

爭對手。政府功能轉而為對內，投入研發資源，衍生與扶植廠商或產業組

織（Amsden et al., 2003）。這裡體現了國家及區域創新系統主導產業合作網

絡發展；整個產業合作網絡的連結，浮現以政府領導研發機構為核心的網

絡連結；並因為功能上互補，而和上下游廠商，與國外公司、電信公司在

網絡內部形成進一步的集結。 

二、政府誘導生產合作的產業網絡 

自行車產業全球生產連結初期，提供了重要的研究觀察。當時政府利

用冷戰時期，美國市場對太平洋島鏈國家採取寬鬆與扶植立場的歷史機

緣，透過依附美國市場，政府主導產業和主要市場的生產連結（Wade, 1990；
谷蒲孝雄等，1995）。處於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時期的產業，普遍地在政府

關稅保護政策下，藉由擴大出口來成長。產業發展初期，廠商規模與功能

多半極度缺乏，因而主導與世界經濟連結的政府（Coe et al., 2004），控制

了產品外銷標準；對內則建構中衛體系，並在此投入研發資源，提升生產

技術與品質（沈明展，2007a）。然而因為廠商非為政府扶植的組織，因而

政府僅僅提供了生產合作平台，由廠商自發地參與合作網絡。 

三、政府共同參與的產業合作網絡 

自行車產業的發展，後來因為面對中國大陸與印度等後起者追趕，因

而走向品牌道路（曠文琪，2006）。但是品牌意味著必須得到全球消費者的

肯定、與追隨，故政府在面對此產業全球化競爭時，並無法再主導其產業

發展。政府僅能在領域內發揮特有的影響力。台灣自行車產業追求全球品

牌，基本上是龍頭廠商品牌替代策略的奏效，以及自發性網絡組織 TBEA
和 A-Team 聯盟的集體行動；它成功地避免既有品牌的排擠，穩定原來代工

生產訂單，並且和選手與賽事發展出經銷商關係（沈明展，2007a）。這個

部分的全球連結是由「GIANT」和「Merida」龍頭廠商取代政府，在全球

生產裡尋求品牌發展。政府成為了這段發展過程，協助維持「Made in 
Taiwan」聲譽，而接受 TBEA 治理的網絡合作對象，適時地提供公權力與

部會協調功能，建立產業地域聲譽與國內市場通路（沈明展，2007a）。而

龍頭廠商所依賴的產業網絡組織，正是早期由政府建構的中衛體系，所延

伸出的自發性網絡組織。 

四、政府引發潛在的產業合作網絡 

政府還可能引發的產業網絡，是在既有的地區性網絡關係上，投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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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引發廠商潛在合作動機。在鶯歌陶瓷產業個案裡，政府在整體發展方向

無明確的陶瓷產業政策。該產業發展只是伴隨著，台灣早期因為廉價勞工、

土地與環境等生產成本的優勢，以及小資本、初步工業化的生產運作模式，

利用擴大出口機會，增加獲利（陳政均，2004）。但是亦因為相同原因，該

產業在面對產業全球競爭時，逐漸被中國大陸與東南亞等生產成本更低廉

的產地所取代而萎縮。政府行政作為影響鶯歌陶瓷發展，主要是因為政府

的文化活動與空間行銷策略，所帶動的產業觀光。 

而廠商是在既有的地區性網絡關係與產業觀光的行銷合作機會，組織

成產業網絡組織。並透過這些活動提升附加價值。然而，因為鶯歌鎮內創

新資源，與發展規模受限，合作連結遠不及與北部區域其他地方的互動；

在觀察許多稍具企業規模的廠商已經著手的部門跨界延伸，與網絡合作行

為，就透露出希望藉由更大的產業地域網絡關係，來支撐廠商在全球競爭

中勝出的意圖。 

表 7.1.1 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的模式 

政府干預產業發展的角色 模式 

（個案選擇業別） 整體發展方向 依賴發展機會 行政作為 

產業合作網絡 

行為表徵 

政府扶植的產業合作

網絡 

（數位遊戲產業） 

對扶植產業組織、積

極干預目標產業；計

畫建立供應體系。 

在虛擬網路世界與產

業全球競爭裡，政府的

領域自主能力降低。 

政府投入研發資源，衍

生公司與扶植產業組

織。 

以政府為核心的

網絡連結；並因互

補，形成集結。 

政府誘導生產合作的

產業網絡 

（自行車業初期） 

處於進口替代與出口

擴張時期；透過保護

出口，提高成長。  

利用冷戰歷史機緣，依

附美國市場，主導與國

際市場生產連結。 

政府控制外銷標準，建

構中衛體系，投入資

源，提升技術與品質。 

中衛體系提供生

產合作平台，廠商

自發參與合作。 

政府共同參與的產業

合作網絡 

（自行車業全球化） 

面對產業全球化競爭

環境，政府對產業發

展品牌的策略，並無

實際的主導能力。 

全球連結由龍頭廠商

取代政府；廠商在全球

生產網絡裡，進行品牌

替代工作。 

政府成為產業發展過

程，網絡合作與治理對

象；並發揮領域內影響

力，如公權力的功能。 

在中衛體系基礎

上 延 伸 出

TBEA,A-Team 解

決發展議題。 

政府引發潛在的產業

合作網絡 

（鶯歌陶瓷產業） 

戰後並無明確的陶瓷

產業政策；自始至終

都是地區性產業。 

因為廉價生產成本，擴

大出口；亦因相同原

因，被取代而萎縮。 

因為政府的文化活動與

空間行銷策略，帶動產

業觀光的發展機會。 

產業觀光帶來合

作誘因；在原生網

絡上形成組織。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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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合作網絡的行為意涵 

根源於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的國家創新系統，其所架構的產業發展

環境，對廠商而言事實上並非一致（Wolfe, 2002；Ohmae, 1995；Breschi and 
Malerba, 1997），它除了會隨著政府對該產業的發展方向、依賴發展情境，

和行政作為（于宗先等，2003；龐建國，1993；Amsden, 1989；Amsden et al., 
2003）的不同而出現差異外；廠商透過哪些網絡關係，使用與分配到資源

才是問題焦點（沈明展等，2006a），這也是許多批評國家創新系統的論述

者所言，部門功能與資源投入固然重要，但隱藏在政府系統下的資源分配

方式才是更大的課題，否則研發投入與創新績效之間可能浮現非正向關

係，即所謂的「瑞典矛盾」（Edquist and McKelvey, 1997）還是可能出現。

區域創新系統論述，基本上吸納了網絡理論有關關係（Boschma, 2005）與

信任（Sabel, 1992）的論述（Cooke, 1997）；區域成員透過互動、合作與集

體學習，成為產業創新的關鍵。然而，成員究竟會受限於既有的社會關係

距離，而僅和熟識與近親者在產業網絡裡集結，或是能夠超越上述的關係

距離，形成互補性的網絡合作（Lynn et al., 1996），這些將會大幅度地影響

產業創新的可能性。 

除了產業網絡裡的成員集結觀察，有助於研究者理解產業資源如何被

使用與分配外，Cooke and Morgan（1998）特別強調產業網絡裡頭的正式或

非正式合作組織的出現。而這是另一個具有理論意涵的產業網絡行為。網

絡合作組織是指自發性地由產業網絡成員進一步組合成的團體，它們可能

是正式的組織，像是個案研究裡的自行車業的 TBEA（台灣地區自行車輸

出口同業公會）；對會員成員具有等同公權力的約束與規範能力（沈明展，

2007a），還有鶯歌鎮裡的「鶯歌陶瓷文化觀光發展協會」、「鶯歌陶瓷藝術

發展協會」，兩個分別由地方上，各行各業人士或老街店家所組成的網絡合

作組織，負起該鎮的重要慶典與觀光活動（鄭如婷，2002；陳政均，2004）。
非正式的網路組織則像是自行車業的 A-Team 聯盟，由競爭者與其協力廠商

組成，以進行一連串的生產合作，如在業者間推動豐田生產管理模式（曠

文琪，2004）。數位遊戲產業的網絡裡，經行動者矩陣分析並未發現這類的

合作組織，不是因於社會關係距離形成集結，就是基於功能互補進行集結

（沈明展等，2006a），這是和自行車業或鶯歌陶瓷業的網絡行為有明顯不

同的地方。 

一、政府扶植的產業合作網絡 

國內數位遊戲產業的創新系統基本上是建構在以國家主導的部門計畫

下，由國家資源成立的研究機構、產業培育機構、學術機構成為產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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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最具影響力的重要角色，因此廠商圍繞著這些機構集結成的網絡，做為

資源使用、分配的特定管道。當研究進一步深入產業網絡時，研究發現基

於產業創新理由或近似社會關係會集結出網絡裡頭的次團體。前者不論在

知識或技術網絡，都有超越既有社會結構的成員組合，如由資策會、國外

公司、大新、數位內容學院等成員所組成的技術網絡主群聚，這意味著網

絡內部形成的集結，因為成員的多元化具備吸納外部資訊的功能，網絡可

以很快地因為新知識進入，而加速網絡成員創新（Lynn et al., 1996）。然而

基於近似社會關係的集結亦存在於產業網絡內（沈明展等，2006a）。這裡

面主要是創新育成中心所集結組合而成的次要集結。這樣集結具有相同的

連結對象，雖易於建立信任，但在理論上浮現了不利於吸收外部資訊，和

資源重複投入的徵候。顯然地，政府對數位遊戲產業雖有政策白皮書，計

畫性地透過其領導的研發機構，扶植產業組織，建立起國內的生產體系；

但是相對在行政作為上，似乎較缺乏訂定，像過去應用於公營企業或南韓

財閥經濟等，具有規範性質的績效標準（Amsden, 1989；瞿宛文，1989）
來避免資源使用的無效率，朝向政府計畫道路。因而國家創新系統落實於

產業網絡時，應注意區域性的成員關係與集結，才能掌握資源被實際運用

與分配的情形。就數位遊戲產業而言，基於產業特性政府應從制度上去激

勵廠商和外部，異質性高的成員進行互補功能的集結，才能分別在創意與

技術上求新求變。並且盡可能地規範，避免與熟識的、近似社會關係的成

員在產業網絡內部進一步的集結；因為這樣集結並不利於數位遊戲產業的

創新。 

二、從政府誘導生產合作的產業網絡，發展到共同參與的產業合作網絡 

台灣自行車產業的經驗從過去的代工生產模式（OEM），發展成為擁

有品牌的知名廠商（OBM），中部區域更因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自行車產

業地域（沈明展，2007a）。自行車產業從 OEM 轉型為 OBM 的經驗，和世

界各地其他知名產業一樣，都被認為是廠商創新行為和區域創新系統發揮

關鍵性作用（Cooke et al., 2004）。然而自行車業轉型經驗背後所支撐的區

域創新系統，暗示著不同階段政府干預程度的變化，和自發性合作網絡被

建立與應用的情形。本文發現其中重要的網絡行為意涵：自行車業發展初

期，由於廠商缺乏品牌、技術和商業規模優勢，故只能被動地因為接受生

產訂單而納入全球生產（Coe et al., 2004）；政府得以利用來自外部壓力如

訂單，順勢地對內調整不適當的生產供應關係，或投入研發資源以做為未

來發展基礎。在個案裡，就是政府發佈的外銷禁令、強迫業者升級，與所

領導的工研院和中衛發展中心所提供的產研合作與中衛體系等參與平台

（陳美玲編著，2003；石育賢編著，2004；2005）。雖然參與生產或研發合

作，本身對廠商沒有強制性，但是卻降低了廠商原本惡性競爭的關係，建

立了後來進一步發展出自發性網絡合作組織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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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廠商轉型 OEM 為 OBM，面對產業全球化發展議題時，是由「巨

大」、「美利達」等龍頭廠商號召成立的 TBEA 和 A-Team 聯盟，並在此基

礎上集體行動，扭轉台灣自行車聲譽與形象（沈明展，2007a；曠文琪，2004 ；
石育賢編著，2005）。而政府機構亦由過去主導者角色，成為前面二產業網

絡合作組織最重要的合作對象之一，提供領域內的行政協助與公權力。這

裡，國家創新系統發揮了投入研發資源以外的影響力，那就是因為政府背

書的公信力降低了網絡初期，廠商合作因缺乏信任所引發的不確定性與風

險（Forfas, 2004）。以及政府之於產業網絡行為，在不同階段的角色轉換；

政府因為具有領域內的自主能力，故區域性的產業網絡行為始終存在政府

角色。只是隨著產業全球化與網絡治理的成熟，政府於其中的角色便出現

差異。以自行車業為例，後來的全球化競爭中，廠商已發展出成熟的跨界

產業網絡，並可透過網絡裡的合作組織，來議決發展議題時，政府角色便

逐漸減弱。如此，若說政府干預與廠商網絡治理存在著替代效果，不如說

二者存在著前後相依的關係；在個案裡，就是從政府干預，奠定發展初期

的生產網絡雛形，到後來延展出產業網絡裡的自發性合作組織。 

三、政府引發潛在的產業合作網絡 

相對於政府扶植的產業網絡，和政府在產業發展初期，利用公信力背

書來誘導合作的產業網絡，並以此做為後來自發性合作組織的基礎。政府

還可能在既有的社會網絡關係上，引發潛在的產業網絡。鶯歌陶瓷產業的

個案正提供研究者不同於以往，政府干預對產業網絡行為影響的觀察。從

來陶瓷產業就是地區性的工藝產業，由於技術成熟與小資本的商業運作模

式（馬有成，1998a），故對於外部環境衝擊極為敏感，但因其不具有技術

與品牌優勢，所以也未成為政府想要積極扶植與干預的產業。鶯歌陶瓷產

業幾經不動產景氣波動，與國外產地以低廉生產成本優勢的挑戰時，在地

方人士熱心奔走下，1988 年開始第一屆的鶯歌陶瓷嘉年華會活動（吳易蓮，

2000）。希望透過展覽活動來提高銷售成績；然直到政府資源投入後，整個

活動才從一日商展發展為集合觀光資源，長達一個月以上的全國性文化慶

典活動。這其中，許多政府部門的文化活動與空間行銷，都是擴大活動規

模的關鍵，如鶯歌陶瓷博物館與老街再造計畫。 

雖然政府對陶瓷產業並沒有制訂明確的產業政策，但是當政府資源進

來鶯歌鎮，經過強力放送確認了鶯歌在台灣陶瓷工藝的地位後。在既有地

方網絡關係基礎上所形成的民間產業組織，「鶯歌陶瓷文化觀光發展協會」

與「鶯歌陶瓷藝術發展協會」，便順勢地成為地方上整合政府資源的平台，

擴大了活動的規模。它們利用政府資源，標定展覽主題，為鎮內提供行銷

合作與創意合作機會。而台灣工藝研究所與鶯歌高職則為鎮內保存了老師

傅的生產網絡，提供鎮內生產合作機會。這些都是政府投入資源後，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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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的地區網絡關係，成為產業在追求創新價值的網絡組織。然而從政府

資源配置來看，台北市畢竟還是集合台灣資源最豐沛的首善地區，因而鶯

歌鎮的對外連結還是以台北市為主，反映在小工廠的跨界合作行為，與具

有企業規模的廠家，選擇將部門向台北市延伸的網絡行為。雖然鶯歌陶瓷

因為政府文化活動與空間行銷，在全球化競爭中帶來發展產業觀光的希

望，但是鎮內有高達 52％的非經常性營業家數，卻也凸顯趕集式文化觀光

活動對產業長遠的不利影響。 

下表 7.2.1 表現出實證研究中，產業合作網絡的類型。Cooke et al.
（2004）曾將世界知名的各類型產業，利用「商業創新維度」與「支持廠

商創新的治理維度」來說明，產業在全球競爭中追求發展，其背後支撐廠

商創新的區域創新系統其治理關係。在觀察「商業創新維度」上尚可分成

地區產業規模、區域互動規模和全球產業規模三類，而「支持廠商創新的

治理維度」則分為在地草根型、網絡型和政府宰制型。本文將其應用在實

證個案裡，亦發現出現類似情形。 

首先，現階段發展的線上數位遊戲產業，就是在政府完全宰制情形下

扶植起來的目標產業（經濟部工業局，2003；2005）。政府透過其領導的研

發機構如資策會與創新育成中心，扶植產業組織，意圖建構國內數位遊戲

產業的生產供應體系（沈明展等，2006a）。而被策略性選擇的線上遊戲產

業，打從一開始就因為網路世界的無遠弗屆，成為具有全球性產業；它的

競爭者與消費者來自全球，因而在商業創新的要求上亦是以全球市場為考

量。所以從下圖來看，支撐數位遊戲產業創新發展的是，「全球產業規模－

政府宰制型」的區域創新系統。 

自行車業的發展，歷經初期由政府主導全球生產連結的出口擴張、進

口替代時期，到後來龍頭廠商以品牌替代策略，競逐全球競爭的全球化進

程。期間「商業創新維度」從原本區域性地為世界品牌從事 OEM 生產，發

展到後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而「支持廠商創新的治理維度」亦從由政府

整合主導，到後來由自發性網絡組織，透過集體行動來提供。這裡體現了

「區域互動規模－政府宰制型」區域創新系統，向「全球產業規模－網絡

型」區域創新系統的轉型。前者標誌著自行車業初期，從事區域代工生產

與由政府主導對外經貿的特徵（沈明展，2007a；Coe et al., 2004）；後者彰

顯，在產業全球化競爭中政府角色減弱，網絡組織治理能力興起。 

至於鶯歌陶瓷產業則是典型的「地區產業規模－在地草根型」（Cooke 
et al., 2004）。鶯歌陶瓷是在既有的地區網絡關係上發展起來的產業，而其

產業規模亦一直侷限在地區產業規模。然而近幾年由於政府資源投入，支

持該產業廠商創新的治理維度，出現向外尋求行銷合作、生產合作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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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創意合作的情形。鎮內合作連結已逐漸被對外連結所取代；大廠出現

部門向外延伸的行為，小廠亦積極和外部資源尋求合作。故而浮現出向「網

絡型」移動趨勢，希望透過更大的治理關係來支持廠商創新。 

「全球產業規模－政府宰制型」的區域創新系統，在數位遊戲產業個

案研究裡彰顯了這類由政府扶植產業網絡的區域創新系統。它可能為產業

建立起生產供應體系，亦可能出現近親連結的網絡集結，而這是過去政府

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所經常論述與提醒的觀點（于宗先等，2003）。「區域互

動規模－政府宰制型」區域創新系統，在個案研究裡是自行車業產業發展

初期的情形，像這樣因為 OEM 區域代工而和全球互動的產業，一開始因為

規模與功能太小，急需要由政府來整合與主導對外談判（Coe et al., 2004），
與投入廠商創新所需的研發資源。而在台灣，這裡所浮現的是政府誘導出

以生產合作為目的的產業網絡之可能性。政府在主導對外連結時，運用外

部壓力逼迫廠商升級，並且利用研發資源做為誘因，誘導其加入中衛體系；

透過重新律定新的生產供應關係，除消弭惡性競爭關係也可做為未來產業

自發性合作的基礎，這在自行車的案例裡被證明是可行的。此外，自行車

業的後來發展浮現了另一種「全球產業規模－網絡型」的區域創新系統類

型。由於龍頭廠商品牌替代策略的奏效，台灣自行車產業逐漸成為世界知

名品牌，如「GIANT」和「Merida」。所以其商業創新維度已成為全球產業

規模；而其支撐創新的來源也從過去政府宰制，轉型為以自發性產業網絡

組織的集體行動為主。 

最後是鶯歌陶瓷產業的「地區產業規模－在地草根型」區域創新系統；

其產業網絡行為的理論特徵，是以在地產業觀光為發展主軸的地區產業活

動規模，以及根植於地區既有網絡關係的產業組織在主導鶯歌陶瓷的發

展。只是鶯歌陶瓷發展規模有限，在創新合作對象與資源都在其他地區的

情形下，許多廠商已經發展出向外連結尋求合作對象策略，或是順應市場

發展，向外延伸以行銷、零售與行政管理的部門來尋求更大範圍的治理網

絡，因而有向「網絡型」移動的跡證。這也凸顯地區資源不足，單單依賴

政府文化活動與空間行銷，在發展上的困境。若無更多其他對策，預期像

目前非經常性營業的廠家會愈來愈嚴重，成為十足趕集式活動，而無法永

續在鶯歌陶瓷既有的網絡裡，為陶瓷尋求更多創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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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產業合作網絡類型一欄表 

 草根型 網絡型 政府宰制型 

地方產業規模 
Tuscany 

鶯歌陶瓷產業→ 

Tampere 

Denmark 

Slovenia 

Tohoku 

區域代工規模 Catalonia Baden-Wurttemburg 
Gyeonggi 

自行車業初期 

全球產業規模 Ontario Brabant 

North Rhine-Westphalia 

Wales 

自行車業全球化進程 

Singapore 

數位遊戲產業 

資料來源：修正自 Cooke et al.（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