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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過去，論述台灣產業經濟發展主要可分成兩部分，一是著重在政府

干預產業發展的相關研究，另一是中小企業成功典範。前者包含了新古典

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論述，儘管立論不同但都強調政府透過靈活的政策

工具，可以有效管理經濟活動，促使產業朝向計畫發展方向前進（Wade, 
1990；World Bank, 1993；Weiss, 1995；龐建國，1993；谷蒲孝雄等，1995；

段承璞等，1999；瞿宛文，2001；于宗先等，2003；劉進慶等，2005）。而

其主要作法是，政府策略性地選擇目標產業（target industries），藉由扶植

產業組織與保護幼稚產業措施，讓民間企業願意跟隨加入（Wade, 1990；瞿

宛文，2001），並且短時間內建立起國內的生產供應體系（龐建國，1993；

段承璞等，1999）。這類研究集中探討石化、鋼鐵、汽車、造船及積體電路

等政府積極干預的產業（瞿宛文，2001；段承璞等，1999；劉進慶等，2005）。

而中小企業成功典範則包含了廠商空間聚集、產業群聚與網絡理論（洪世

章，2001；潘美玲，2001；羅家德，2001；王志卿，2001），它們分別從地

理鄰近性、外部經濟和社會化行為，來分析中小企業因於聚集與獨特網絡

關係，面對全球生產競爭時所擁有的競爭優勢，譬如成衣紡織業、個人電

腦和製鞋等為台灣創造可觀外匯的中小企業。 

然而，探討中小企業成功典範，相關研究多認為其成功是廠商空間聚

集和網絡關係等廠商自發性合作行為所使然；換言之，是中小企業廠商得

利於地理鄰近性與獨特網絡關係所產生的競爭優勢，譬如台灣中小企業知

名的轉包代工、協力生產模式（張維安等，2001）。卻甚少論述該產業網絡

合作行為是政府在背後引導所產生結果。同樣地，前面探討政府干預目標

產業也沒有進一步提到，廠商在政府干預下，是基於什麼理由，願意合作、

相互連結成網絡，進而發展出生產供應體系。譬如台灣石化業上游是公營

企業，中游是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合作的台氯計畫生產 PVM，下游則交由

民間公司來發展；相關研究重點放在上、中游（段承璞等，1999；瞿宛文，

1997），至於下游民間公司基於什麼理由，繼而建構合作網絡，卻是相對闕

如。前者理所當然地認為，中小企業依靠廠商空間聚集與網絡行為，就能

在複雜的全球競爭中擁有優勢尋求發展。若是如此，那政府又何必對目標

產業採取扶植作法。反之，倘若政府干預如此重要，那在沒有瞭解廠商是

如何在政府干預下發展合作關係，又該如何確信下一個目標產業一定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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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政府干預，在產業內部建立完整的生產供應體系？基於以上的懷疑，

引發本文研究動機。 

政府有別於自由市場之「看不見的手（invisible hand）」，透過價格競

爭機制來進行資源交換與配置，它更像是「看得見的手（visible hand）」在

產業發展過程扮演著積極干預者角色，透過扶植產業組織來尋求產業發展

（于宗先等，2003）；因而「發展導向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成為政

府有效干預產業發展的普遍性描述（Amsden, 1989; Wade, 1990）。依賴發展

理論強調，邊陲國家應運用「結合依賴尋求發展」的機會，建立完整的生

產供應體系，來擺脫對核心國的依賴（龐建國，1993）。而在東亞過去經驗，

就是政府介入興辦事業，透過扶植產業組織，直接干預產業發展，例如南

韓扶植的大企業與財閥（Amsden, 1989），以及台灣對石化、鋼鐵業所採行

的公營企業（瞿宛文，1997；段承璞等，1999；劉進慶等，2005）。 

隨著產業全球化進程，政府干預產業力量逐漸受到貿易自由化的挑戰

而式微；過去公營企業模式轉由政府領導研發機構，透過扶植創業（returnee 
start-up）來進行（徐進鈺，1997）。例如晶圓代工、光罩製作之高科技產業，

就都有政府領導研發機構衍生產業組織的知名案例（Amsden et al., 2003）。

因此像目前這樣，政府透過領導的研發機構，介入產業活動或扶植產業組

織的新作法；Hou and Gee 在「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書中特別提出，認為是一種有別於其他國家、新穎的運作模式（Nelson, 
1993）。但是，廠商是如何因應政府干預參與合作，繼而演化出產業網絡的

邏輯，仍舊沒有被釐清，因而本文認為並沒有充分理由相信，政府領導研

發機構扶植或介入產業活動的模式，是一個必然會成功的典範（Nelson, 
1993）。 

台灣面向出口市場的成長經驗，文獻上多認為主角是中小企業 1

（Gereffi & Pan, 1994; 王志卿，2001）。台灣中小企業的成功，產經社會學

者提到廠商自發性合作網絡的重要性（洪世章，2001；潘美玲，2001；羅

家德，2001；王志卿，2001）。咸認為中小企業面對全球競爭，是以其地區

內獨特的網絡關係和廠商「頭家」間，緊密結合的社會網絡所達成。地理

鄰近性與網絡關係使中小企業廠商鑲嵌於特殊的社會文化與制度環境裡，

這樣的情境宛如中小企業發展過程，社會支援或互助合作的系統。這樣的

論述，傾向於認為廠商聚集與網絡行為是基於經濟理性、社會化因素而出

現的自發性合作行為，政府角色的論述其實極為模糊。 

但 Amsden et al.（2003）研究台灣發展經驗，曾提及傳統產業的中小

                                                 
1 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學者提出「二元企業結構」的論述。亦即政府扶植產業的大企

業主內，中小企業如自行車、製鞋、紡織成衣業三大創匯產業，主外的說法（王志卿，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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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仍舊會受到政府領導研發機構的影響，例如縫紉機業與自行車業的

新技術開發與移轉、中心衛星工廠制度（簡稱：中衛體系）建立，就是政

府設立的「財團法人中心衛星工廠制度推動小組」和「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引導的結果。只是相關研究多傾向於關注其技術提升的貢獻，而

忽略對中小企業形成自發性合作網絡的貢獻。政府對待中小企業，明顯地

有別於目標產業；政府干預中小企業並未如對待目標產業般制訂明確的產

業政策，並藉由衍生公司，直接介入產業活動。政府之於中小企業發展，

往往只提供合作的平台，令廠商自發性參與，譬如前面的中衛體系，本身

並無強制廠商參與的相關規定（石育賢編著，2004）。然而，由於政府干預

產業程度的不同，例如對目標產業採取衍生公司的直接干預，和對傳統產

業僅提供合作平台的間接干預，二者是否會影響後續廠商發展自發性合作

網絡的情形，這點亦引發研究興趣。 

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既然是政府干預產業發展的成功案例，同時也是

中小企業網絡行為成功的典範。那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有關政府角色，

應該也適用於中小企業發展過程，而不是侷限在探討目標產業。同理，中

小企業網絡理論所提到的種種自發性網絡行為的邏輯，也一樣存在於目標

產業的扶植廠商和其下游相關廠商之中。只是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缺乏

對網絡行為有所理解，而中小企業網絡理論也欠缺對政府干預提出完整的

描述。其次，現階段政府干預產業的新作法，可分成透過政府領導研發機

構，衍生新創公司扶植目標產業的直接干預，以及同樣透過研發機構，提

供中小企業參與合作平台的間接干預二種。只是直接干預會引發目標產業

扶植廠商何種網絡行為，與其行為所呈現的理論意涵為何；以及間接干預

在中小企業面對全球競爭，發展合作網絡的作用，此二者都是本文關注的

議題。 

本文試圖透過一系列的實證研究，結合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所探討

的政府角色，與中小企業網絡理論所申論的自發性合作網絡之行為邏輯，

將研究觸角向下延伸至產業內，而非過去僅止於巨觀整體產業，過於輪廓

式的描述（瞿宛文，1997；Amsden et al., 2003）；藉此，補充理論應論述的

部分。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面的動機，本文欲釐清政府干預對產業合作網絡的影響。理論

上，二者間存在幾項問題：1.由於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對廠商發展合作網

絡的行為邏輯甚少瞭解，故多確信政府干預會對目標產業建立起完整體系

的必然性，如 Nelson（1993）所收錄的「台灣發展模式（the Case of Taiwan）」，

而忽略其潛在發生其他狀況的可能性；中小企業網絡理論則欠缺政府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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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自發性合作網絡行為的描述，即便是 Amsden et al.（2003）的研究同樣

只關注政府對傳統產業新技術開發的貢獻，而忽視重新調整廠商網絡關係

的作用。2.現階段政府透過領導研發機構，對目標產業採取扶植產業組織的

直接干預，和對中小企業採取相對放任的間接干預，此二者對廠商接續發

展出自發性的合作網絡，又會因而出現哪些差異？這些都引發研究動機。

本文試圖透過實證研究分別深入目標產業和中小企業產業內，以釐清上述

各項問題；並且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1、為中小企業網絡理論，擴充自發性合作行為背後隱含的政府角色2。特

別是，在政府干預下，廠商如何順勢地演化出具有競爭力合作網絡，來

克服全球競爭問題；如此，修正過去網絡理論過於傾向自發性觀點論述。 

2、為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補充說明，現階段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對目標

產業採取的直接干預，和對中小企業的間接干預，究竟會引發何種產業

網絡行為；藉此，對政府的產業政策提出建言。 

3、運用網絡分析方法深入目標產業與中小企業產業內，比較分析政府直接

和間接干預，對不同產業之廠商自發性合作網絡的影響，並且提出政府

關於產業發展較為適當的干預方式。 

                                                 
2 政府角色的理論基礎主要是彙整自政府干預產業發展相關理論與研究。這裡是指針對產

業發展政府所進行的相關措施，至於像穩定政局、維持治安、降低社會矛盾…等雖然也與

塑造產業發展環境有關，但是這些政府行政工作其遂行目的並非以產業發展為宗旨，故不

在本文探討的政府角色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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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流程 

下圖 1.2.1，說明本文研究流程。「研究動機」整理了政府干預與產業

網絡行為之間存在著幾個理論發展的問題。從相關研究與文獻，初步發現

台灣產業發展經驗基本上是政府扶植目標產業與中小企業並存的情形。但

是，前者多係由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來論述，後者則是中小企業網絡理

論所探討的範疇，理論之間缺乏直接的對話，故出現各自論述的局面；因

而激發本文研究動機。理論間存在的問題，包含了網絡理論缺乏對政府角

色的完整論述、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欠缺對產業網絡行為的理解；還有

現階段政府領導研發機構，扶植目標產業組織直接干預的作法，和對中小

企業間接干預影響，以及二者所可能引發的網絡行為的意涵。 

「研究目的」是在前面研究動機上，推演出主要研究目的。透過對目

標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產業網絡分析，來擴充中小企業網絡行為裡頭的政府

角色，特別是所謂自發性合作行為背後，政府的角色扮演是如何展開的？

同時地，也對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補充說明，政府對不同產業採取不同

干預，可能會發生的網絡行為。藉此檢討現階段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對目

標產業的扶植政策與中小企業的間接干預，提出政策建言。 

「相關文獻回顧」一章，回顧政府干預產業的國家發展理論，來界定

政府之於產業發展的角色，特別是像台灣做為新興工業化地區，不同理論

對政府干預的詮釋，與理論所提出，政府在整體發展方向、領域範圍內自

主性，和對內透過行政資源與公權力來協調、處理諸多產業發展事務的種

種角色。不論是起源於 1970 年代的依賴理論或新古典經濟學相關理論（龐

建國，1993）；理論發展到後期，均逐漸確認新興工業化地區，政府干預產

業發展的不可避免（于宗先等，2003；段承璞等，1999）。這裡面提示了政

府干預產業的觀察重點，應注意政府之於產業發展的各種角色，及其可能

達成的各種效應。 

中小企業成功典範的研究觀察，主要是落在產業群聚與網絡理論的研

究範疇，特別是近年來網絡理論發展，豐富了台灣中小企業成功模式的研

究觀察。文獻上提到產業的在地鑲嵌（embeddedness），價值鏈的聚集、彈

性協力生產的轉包代工制、資本與知識流動背後的人際連帶關係，都是台

灣中小企業成功的原因（洪世章，2001；潘美玲，2001；羅家德，2001；

王志卿，2001）。這些研究結論傾向於認為網絡行為的邏輯，是由於中小企

業廠商規模與功能不足，在面對全球競爭時自發性地基於互補性經濟利益

或社會化理由所產生的合作行為，它們的策略包含了連結熟識可信任的成

員，形成地區或跨界的合作網絡，或透過治理，發展出不同層次與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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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關係網絡。在地鑲嵌強調草根（grassroots）的原生網絡關係（Harrison, 
1992; Grabher, 1993）；Markusen（1996）的廠商網絡連結類型研究裡，輪軸

式與國家介入型的網絡則預告了階層性（hierarchical）的網絡關係，大廠和

政府機構在網絡裡的中心角色；Williamson（1985）從組織交易成本觀點，

說明了降低風險與專用性考量是網絡組織出現的原因。Lynn et al.（1996）

的「社群（community）」觀點提示了網絡內部還存在著自發性集結的小團

體；網絡成員非均質地散佈在網絡內部，和其他成員維持不同距離。Scott
（1991）、Hanneman（2001）也有同樣的看法，這種集結（cliques）網絡行

為更能真實地反映出廠商鑲嵌在網絡裡，和自發性合作。Cooke（1998）就

認為這些集結的成員還會以「協會（association）」形式來確認與分享有別

於其他網絡成員的權利與義務。他們在協會裡的發言權利（voice），和其在

具有階層性的網絡裡，對自發性合作的意涵是不同的。 

觀察台灣發展經驗，目標產業與中小企業二者其實共同承擔經濟發展

的責任（谷蒲孝雄等，1995）。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過於偏向，其所扶植

產業的研究取向，與以整體產業做為研究觀察的角度，故忽略了產業內或

中小企業等廠商間，細微的合作互動行為背後之邏輯與所代表意義。文獻

固然提示政府干預對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但卻不知道廠商是如何在政府干

預下發展合作網絡？本文推測可能情況是：政府干預對產業合作網絡間，

存在著廠商如何回應政府干預的行為邏輯。政府干預產業之所以能夠有較

佳的成績，不只是政府干預就能決定；廠商如何回應政府干預，藉此發展

出具有競爭力的產業合作網絡，才是整個發展模型的完整內容。合作網絡

並非全然自發性，其會隨著政府干預不同，演化出不同的類型，繼而影響

產業走向。 

「產業合作網絡分析架構」一章是為實證前述政府干預對產業合作網

絡的推測，所建立的研究設計與分析路徑。關於政府的干預，現階段台灣

是透過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對目標產業採取扶植產業組織的直接干預，它

和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所描述的發展導向型國家較為接近；政府策略性

地選擇目標產業，施以保護幼稚產業的措施，再透過扶植產業組織干預經

濟活動，短時間內建立起國內的生產供應體系。至於政府對中小企業間接

干預，Amsden et al.（2003）曾經提及傳統產業中小企業，受到政府領導研

發機構從旁協助等間接干預的影響，例如政府介入了縫紉機與自行車產業

的新技術開發與移轉、中衛體系。只是，政府並沒有像對待目標產業一樣，

扶植其產業組織來興辦事業，直接參與中小企業的經濟活動。 

因此，現階段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干預產業發展，其觀察重點有二：一

是被扶植目標產業廠商，在政府直接干預其經濟活動下，可能引發的網絡

行為，與理論意涵？二是，非目標產業中小企業，在自發性的產業合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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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由於後者未受到政府全面性的直接干預，像是

扶植產業組織介入經濟活動運作；因而該產業自發性網絡行為中，有多少

是受到政府領導網絡的後續效應，就成為關注焦點。 

其次，雖然政府干預目標產業與中小企業的方式不同，但二者在目前

都需要面對產業全球化競爭；而不同於過去冷戰時期，東亞依賴美國發展

的歷史機緣（Amsden, 1989；瞿宛文，1995；段承璞等，1999）。因而政府

領導研發機構干預產業，發展出有利的全球競爭的產業合作網絡，則是現

今探討政府干預產業的當前課題。 

由於政府干預目標產業與中小企業有明顯的不同，而網絡也可能存在

著自發性與階層性的差異：被扶植者面對全球競爭，是透過政府領導研發

機構扶植而成長茁壯；中小企業面對全球競爭，則會在政府領導研發機構

的平台裡，自發性地發展出具有競爭力的合作網絡，二者在形成網絡的行

為邏輯基本上是不同的。因而實證研究命題與研究對象選取，也會有個案

差異。政府扶植目標產業的網絡，探討政府干預，與被扶植者回應干預而

演化的網絡行為；政府對中小企業網絡行為的影響，則是解析非目標產業

中小企業因應全球競爭所發展出來的各種網絡合作關係，其中來自政府干

預的影響。 

關於目標產業選定的是目前政府積極干預的數位遊戲產業，非目標產

業則是自行車產業與鶯歌陶瓷產業。在過去，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探討

對象是政府扶植產業，例如南韓關注的重工業（Amsden, 1989），台灣關注

的石化業與電子資訊業（瞿宛文，1997；Amsden & Chu, 2003）。而目前，

台灣現階段目標產業是所謂的「兩兆雙星」產業3，以數位遊戲產業為例，

投入預算就高達二百億元4（經濟部工業局，2005）。此不同於過去的公營

企業，政府是透過領導研發機構的網絡5，衍生新創公司來扶植產業（蔡佩

純，2004；沈明展等，2006a）。故藉由政府計畫主導的區域性產學、產研、

產官學研合作，扶植新興策略性產業組織是其主要的邏輯，例如具官方色

彩的財團法人資策會，其所衍生的數位內容學院（蔡佩純，2004）就是顯

著案例。而像這樣的被扶植產業，它們在政府干預下的網絡行為，即是本

研究的重點。 
                                                 
3 經濟部工業局（2005）規劃目前的策略性新興產業為「兩兆雙星」產業，它係指年產值

預期突破兆元以上金額的半導體與光電業，以及未來全球、新興的生物科技及數位內容等

明星產業。 
4 行政院於 2005 年 6 月 13 日通過「行政院開發基金」專案核准 200 億元，做為直接投資、

投資創投或國際性指標事業，來推動國內數位產業發展（經濟部工業局，2005）。 
5 除了 Nelson（1993）主張由政府來領導國家層次，跨領域的研發創新與技術能力變革；

Lundvall（1992）也指出國家創新系統包含廠商內外部組織、公部門角色、財務部門制度、

研發機構及研發活動密集度等元素，在國家經濟發展創新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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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行 車 產 業 從 過 去 的 代 工 生 產 模 式 （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 OEM ）， 發 展 成 為 擁 有 品 牌 的 製 造 商 （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OBM）；上述歷程體現了中小企業全球生產競爭中的成功，

許多研究都指向這是廠商自發性合作網絡組織，共同學習與創新合作結

果，例如成立 A-Team 聯盟6對發展高單價車款的重要性（王金安，2001；

曠文琪，2006）。自行車產業雖不是政府扶植的目標產業，但是 OEM 轉型

為 OBM 的進程還是存在政府作用，例如自行車研發中心對開發新技術、

新材料的貢獻，以及政府協助建立自行車的中衛體系（瞿宛文、李佳靜，

1999）。然而這和後來產業內的自發性組成的網絡組織，究竟有何關連？此

為中小企業合作網絡行為來自政府干預的實證重點。 

台灣的地區性產業是目前正在逐步轉型的傳統產業。「鶯歌」幾乎等同

於台灣陶瓷工藝（鄭如婷，2002；陳政均，2004；林孟儀，2004）。縱使，

許多廠商在全球擁有知名品牌，但是它們仍會在鶯歌設立商業駐點（林孟

儀，2004），譬如來自中國大陸的江西省景德鎮之「景德窯」，就是以鶯歌

鎮做為台灣市場的入口（沈明展，2007b）。然而鶯歌只是典型以中小企業

聚集發展起來的陶瓷工藝產地（陳政均，2004）；但仍會吸引其他廠商在此

形成聚集。它們真的是網絡理論所說的，經濟理性與社會化結果（洪世章，

2001；潘美玲，2001；羅家德，2001；王志卿，2001），還是政府的某些作

為引發了合作的連結。近年來，中央或地方政府，對鶯歌鎮所投入的資源，

像設立陶瓷博物館、籌辦嘉年華活動與老街再造等（鄭如婷，2002；陳政

均，2004），以及此地「鶯歌陶瓷文化觀光發展協會」與「鶯歌陶瓷藝術發

展協會」等在地行動網絡組織的相繼出現，其所進行的自發性合作行為是

否和這些政府資源息息相關，這些都是個案實證研究所欲探討之處。 

最後，本文會針對上述實證研究結果，歸納出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

的幾種路徑（approach）模式，並且說明其理論意涵。被扶植廠商浮現的是

具有效率的組合，還是存在其他自發性網絡連結未被注意。中小企業在不

同發展階段裡，當自發性合作力量逐漸增加，政府在網絡中的角色會出現

哪些變化，例如自行車產業在 OEM 和 OBM 生產階段中，合作網絡組織和

政府角色的關連性與轉換。至於具有原生網絡關係的鶯歌陶瓷產業；當政

府資源投入時當地自發性的網絡合作組織，和其廠商發展情形；這些都會

被討論。末了，本文會提出結論與建議；希望提供給政策制訂單位做為產

業政策擬定參考。 

                                                 
6 A-Team 聯盟是由自行車中心成車廠商，巨大機械和美利達二家組裝廠及其衛星工廠為

基礎所延伸組合的產業組織，目的在建立生產現場、研發、銷售體制的共同規範與對策（石

育賢編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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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1 研究流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 

◎ 政府對產業發展方向影響 

◎ 領域內建構依賴發展情境 

◎ 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干預模式

產業群聚與網絡理論 

◎ 生產行為的空間群聚 

◎ 在地鑲嵌、原生網絡關係 

◎ 具階層性的網絡關係 

◎ 自發性的合作連結 

◎ 自發性的合作組織 

相關文獻回顧 

產業合作網絡分析架構 
◎ 全球化競爭的產業網絡 

◎ 被扶植廠商的合作網絡行為 

◎ 中小企業自發性合作網絡行為 

結論與建議 

政府干預產業合作網絡模式 

◎ 被扶植廠商合作網絡發展模式 

◎ 中小企業不同階段合作網絡模式 

◎ 原生網絡關係的合作網絡模式

自行車產業 鶯歌陶瓷產業 數位遊戲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