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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合作網絡分析架構1 

第一節  產業全球化競爭 

一、全球生產連結 

Waters（2000）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書指出，早在全球化

理論系統性論述之前，Barraclough 曾對 1870 年至 1914 年間世界經濟特徵，

提出若干重要因素；其中，運輸與通訊發展將全球連結在一起，以及具有

延伸性、支配性、跨界的貿易組織運作，二者是最為關鍵的。然生產製造

的全球連結，除了此二因素外，生產技術的革新也激化這樣的空間變遷。

90 年代，工業技術帶動了生產製造模組化和片段化（Sturgeon, 2002；Langolis, 
2003），提供生產製造的垂直分工，如此促成了生產製造異地分工，再進行

組裝的可能性，Sturgeon（2002）將其稱為「模組化生產網絡（the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 

運輸通訊、跨界組織和模組生產大體上，建構產業全球化的理性分析

基礎。但是部分文獻認為這樣的立論並不完備。生產製造全球化背後問題

是，如何確保這些生產基地得以在相同的生產體系內運行，換言之就是

Barraclough 認為的，跨界貿易組織運作的進一步延伸（Waters, 2000）。
Castells（1989）提出「流動空間」概念，解釋所謂的全球生產，其實是具

有策略和支配性的生產網絡運作方式（Castells, 1989）。全球產業雖因為運

輸通訊技術、生產模組化、地方發展條件和產業關聯來促成，然而其運作

卻需要全球性網絡來執行；地方和全球連結的機會往往受到此一全球生產

網絡，對其資源或資訊流動的邏輯所影響（Castells, 1989），而非單純的理

性分析就可以決定。Coe et al.（2004）便指出全球生產會將地區納入全球

生產體系裡，其實是全球旗艦商和各領域政府折衝的結果。前者覬覦的是

當地的技術、勞動力、自然資源或商業利益等，後者則有區域發展政策和

政治目的要達成（Coe et al., 2004），二者在談判過程裡彼此的立場看似不

同。但是前者會為了特殊技術、勞動組織和領域性資源等「聖三位一體（holy 
trinity）」的「區域資產（regional asset）」（Storper, 1997），接受後者提出的

要求，例如提供勞工教育訓練；後者也可能期待全球生產連結來誘發產業

經濟，因而妥協於前者需求，如提供廉價土地，兩者存在各取所需機會（Coe 
et al., 2004）。 

                                                 
1 本章部分研究成果曾發表於，沈明展（2007a）「後進者生產製造部門的全球連結與轉型：

以台灣地區自行車產業的轉型為例」，土地經濟年刊，第 18 期，頁 14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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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全球生產連結的台灣廠商，在技術、品牌與商業規模都屬於國際

經濟裡的後進者（Amsden et al., 2003）。要如何維持其在全球經濟地位？工

業化先進國家採取頂尖技術，培養知名品牌的發展軌跡並不適用於台灣

（Castells, 1996; Amin and Thrift, 1994）。那是因為先進國透過明星級知識設

施的投入來支持創新，維持全球領先優勢（Cooke et al., 2006），對於台灣

存在著認知距離和學習門檻，因而上述發展軌跡並不適用於台灣產業。 

從全球生產觀點，台灣產業在全球經濟主要地位還是扮演知名品牌旗

艦廠商關鍵合約供應者的角色（Sturgeon, 2002; Ernst, 2004），而不在追求技

術或品牌領先。它做為此關鍵合約供應者，或稱為區域的「統包供應者（the 
turn-key supplier）」或「第一鏈供應者（the first-tier supplier）」（Sturgeon, 
2002；Ernst, 2004），對於產業全球化最大功能是從自身或和低端（low-end）
合作協力廠，聚焦發展出專業化、彈性生產、快速回應和降低成本的生產

系統或生產網絡，來伺服全球知名品牌，滿足其生產需求；而形成此生產

網絡，其創新主要也是在於生產製程上提高良率、降低生產成本，增加和

旗艦商談判的實力（Sturgeon, 2002；Ernst, 2004）。故台灣廠商在全球市場，

多不具有自創品牌，只能做為美、日等國的 OEM 廠（Hobday, 1995; Kim and 
Nelson, 2000），透過發展出來的生產網絡或生產系統，掌握生產訂單與控

制生產成本，確保其在全球生產裡區域製造中心的地位。只是源自品牌上

層的效益是屬於品牌旗艦商，台灣廠商及其生產系統卻僅能從訂單、生產

模式與節約成本上來獲得生產製造利潤。 

二、產業地域 

除了依附世界知名品牌，透過代工生產進入全球經濟的策略。Piore and 
Sabel（1984）提出「產業地域（industrial districts）」觀點以解釋廠商藉由

空間的聚集與聲譽，進入全球市場的路徑。在 Piore and Sabel 的研究觀察

裡，義大利北部的傳統產業是由地區內部中小企業主，藉由關係網絡治理

發展出廠商彈性分工與共同學習模式（Scott, 1988; Storper, 1995），並且在

市場組織和基礎建設等共同制度環境下，使得商情、技術、品質、資金，

集體地趨向策略性方向（Brusco, 1982）。如此，由地區中小企業網絡所進

行的集體行動，避免大公司階層組織所存在的決策僵化、缺乏彈性與無法

及時因應缺點，因而能夠維持產品不斷創新，吸引全球消費者（Piore and 
Sabel, 1984; Brusco, 1982）。Emilia-Romagna 地區就出現不少知名的成衣品

牌，然而它們都不是跨國企業分公司，也不是 OEM 廠。他們的勝出之道乃

是世界消費市場對該地區產品創新的長期信任；因為創新故能不停地帶動

流行，像這樣的聲譽卻是由一群中小企業和地區合作網絡所完成。 

Cooke et al.（2004）也認為如此具有競爭力的產業地域往往取決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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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關鍵行動者所組成的網絡，例如廠際的水平垂直關係、廠商與知識設

施的合作研發，還有區域內政策、資訊、商業與資金支持機構…等願意來

支持廠商的創新（Gebauer, Chang Parsche, 2005），因此廠商可以獲得來自

各種有效治理關係的支持。Cooke et al.,（2004）把廠商創新所獲得支持的

「治理（the governance dimension）」和廠商的「商業創新（the business 
innovation dimension）」二維度，列為觀察重點，辨認發展情形。Cooke 等

人研究觀察義大利 Tuscany 陶瓷工藝，發現該地區是具有悠久歷史的產業

空間，產品普遍擁有原創性，其發展軌跡是從「草根治理-地方商業」型，

透過關係網絡，向外延伸成為「網絡治理-地方商業」型產業空間。雖然

Tuscany 陶瓷工藝仍舊只維持地方商業規模，但是透過關係網絡，早已成就

其品牌陶瓷工藝的聲譽，吸引大批觀光客和藝術家（Cooke et al., 2004）。
Emilia-Romagna 和 Tuscany 進入全球策略都是由中小企業主和地區產業組

織組成的網絡，透過產品行銷和品質標準，建立全球競爭門檻和消費意識

來達成（Brusco, 1982）。他們共同特徵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廠商追求工藝

產品極致表現與創新，和透過區域內各種關係網絡治理，向外擴張區域綜

效及聲譽，藉由產品不斷創新，長時間地影響全球消費者信賴。因此，企

業家精神與網絡關係的有效治理，二者被認為是產業地域的重要基礎

（Cooke et al., 2006）。 

Forfas 機構（2004）在比較分析愛爾蘭地區產業發展時提出研究結論。

該機構認為政府因為具有公權力與行政資源，故往往是地區維持創新關

鍵。不同於 Emilia-Romagna 和 Tuscany 的研究，愛爾蘭的案例裡政府機構

經常介入產業間合作（Forfas, 2004）；Forfas 探討計畫型（planned）產業地

域的可能性，它和前述 Emilia-Romagna 和 Tuscany 傾向自然生成、具有悠

久歷史的產業地域不同。Forfas 的研究結論具體建議政府應在初期主導資

源分配，並在後面建立起地區長遠的合作關係，維持地區產業永續發展。 

Emilia-Romagna 和 Tuscany 的產業地域其成功關鍵是企業家精神，與

有效治理的網絡關係。他們樂於發展及追求世界性的品牌與產品創新，以

及發展可尋求支持的合作網絡（Cooke, 1992）。Forfas 愛爾蘭經驗則不同，

具有行政資源與公權力的政府才是產業地域的關鍵所在。Cooke et al.
（2006）在一份補充性報告裡，特別提到 1990 年代理論發展的迷思。許多

國家陷入希望透過政府來提高創新的迷思，亦即 Edquist and McKelvey
（1997）所謂的「瑞典矛盾（Swedish paradox）」。政府部門與其不斷增加

投入，還不如建構出有利於網絡活化的環境，令其廠商在其中發展出各種

有利創新的合作關係。其理由是私部門自發性行為屬於弱連結（weak tie）
的網絡，創新成果可以累積、複製、演化，逐步在地理空間擴散或外溢

（Granovetter, 1973），如此有益於產業地域。政府投入則不然；後者因有強

連結性質故易於出現知識的專用性與閉鎖效應，僅適用於少數的計畫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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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利知識的空間外溢與擴散（Granovetter, 1973）。1990 年代失敗的案

例裡，就是導源於太過強調政府投入，忽略培養網絡自發力量的重要性

（Cooke et al., 2006）。 

所以，運用產業地域進入全球經濟的策略，存在著自然生成與計畫形

塑二個不同的觀點。除了因為自然生成與悠久歷史促成的專業化的空間，

例如 Emilia-Romagna 和 Tuscany。政府若想透過計畫方式形塑產業地域，

像 Forfas 愛爾蘭經驗。政府可於產業地域形成初期，策略性主導資源配置；

到後來則應該以建構有利活化網絡與建立合作制度環境為主，如此產業地

域才能永續發展，而不是強調部門研發資源投入（Forfas, 2004），也才不會

又落入 1990 年代，曾經失敗的案例經驗。 

三、小結 

從上述全球生產觀點來看，台灣產業進行全球生產連結，目的是要成

為工業先進國的區域性運籌和生產製造中心，透過廠商衍生出來的區域性

生產網絡，不斷創新改善製程，以確保生產製造訂單與成本控制上的利潤

（Sturgeon, 2002; Ernst, 2004）。惟，這樣的分工，本地廠商利益並不具有品

牌效益的歸屬權利。另從產業地域來看，亦即進入全球市場的路徑為，廠

商創新合作和其鑲嵌生存的空間聲譽，例如 Made in Emilia-Romagna、Made 
in Tuscany、Made in Taiwan 或 Made in Somewhere；它們通常因為空間專業

化程度、產業發展歷史，與產品不斷創新帶來的信賴感（Piore and Sabel, 
1984），故讓全球消費或使用者在購買或下單時，會想到要向這些產業地域

洽詢，因此也成為產業全球化的策略。 

回顧產業全球化競爭文獻，讓我們瞭解台灣產業所面對全球環境的複

雜程度；它不同於冷戰時期，因為特殊歷史機緣依附美國市場，政府可以

單純透過依賴發展機會，擴大出口來獲得國內經濟成長（段承璞等，1999）。
在產業全球化競爭中，有超越國家界線的全球生產網絡，會影響地區產業

和全球的連結；同時也有以區域為名的產業地域，跳過國家進入全球市場，

所以在產業全球競爭發展過程，政府干預力量逐漸被削弱（于宗先等，

2003）。政府是沒辦法在全球競爭過程，代替廠商競爭和追求創新。 

政府關鍵者角色的出現主要還是發生在全球生產連結初期；因為此時

國內廠商和全球生產網絡並無緊密的網絡關係，而且廠商規模既小、技術

能力又不足，故政府能發揮整合者角色，主導全球生產的連結與談判，為

地區發展留下經濟租（Coe et al., 2004），例如引進技術作為後來發展的基

礎。政府因具有行政資源與公權力，故在產業發展初期也確實能夠透過，

諸如廉價土地或是關稅減免措施來吸引跨國資本或代工訂單，主導全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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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連結。但是當廠商進入全球共同的商業運作體系時，政府無法像廠商一

樣扮演起關鍵合約供應者或統包商角色，在共同的生產體系裡追求創新，

進行商業訂單的談判。故政府主導者角色受到全球生產網絡的開始運作而

逐漸減弱，甚至可能反過來接受區域性龍頭廠商領導，提供研發創新與談

判過程必要協助，例如協助進行某一部分製程的研發，或是提供公權力幫

忙查緝仿冒與夾帶走私，來維持廠商創新的成果（沈明展，2007a）。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產業地域的創新策略裡。文獻上產業地域有自然

生成或計畫形塑兩種；前者因有歷史因素與綿密鑲嵌的網絡關係，故可提

供廠商有效的關係網絡治理，廠商可心無旁騖地集中力量發展產品核心價

值，維持不斷創新（Piore and Sabel, 1984; Brusco, 1982），然其產業空間運

作基礎是建構在長時間社會鑲嵌所產生的信任與合作（Sabel, 1992），並非

來自政府干預。計畫形塑的產業地域是透過政府主導資源分配，短時間策

略性地促成區域內的創新合作（Forfas, 2004）。政府因擁有行政資源與公權

力，可以在初期將資源整合投入在策略性的方向上，並且透過官方機構背

書的公信力，降低私部門初期合作所潛在的風險與不確定性。特別是，需

要信任基礎的合作網絡尚未建立之前，官方機構的背書對於促成合作更具

有特別意義。因為這樣的作法，廠商就不必透過長時間來試煉合作單位彼

此的信用程度與信任感（Forfas, 2004）。也因為如此，產業地域出現透過計

畫形塑，縮短產業地域生成時間的可能性，而不是全部都依賴長時間演化，

才能建立信任合作。 

至此，我們發現傳統上政府干預產業發展的主要角色2，在產業全球化

競爭中除非採取鎖國或關閉自由市場的政策；不然隨著全球生產連結，全

球生產網絡的運作，政府角色會逐漸從主導全球連結逐漸減弱3。在進入全

球生產連結後的發展與產業地域裡，政府角色都被強調於與產業發展有關

的事務上發揮協調功能。譬如 OECD（1997）的各國國家創新系統調查研

究、Cooke et al.（2006）一系列的區域創新系統實證研究，和 Forfas（2004）
計畫型產業地域報告，都強調政府突破結構性因素對創新的重要性，例如

促成產學研跨部門合作、建構有利網絡運作的制度環境，和降低廠商合作

風險與不確定性。 

                                                 
2 根據前文，政府干預產業發展的主要角色有三，分別是決定整體產業發展方向、利用國

際政經局勢發展有利的依賴情境，和發揮跨部門事務的協調功能。 
3 不論是從全球生產連結或產業地域策略，廠商成為區域性生產製造中心或關鍵合約供應

者後，都是因為廠商創新的生產模式，與產業空間在產品創新上的聲譽，在全球市場佔據

重要地位；這些都是超越政府能控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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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合作網絡分析架構 

一、理論架構 

下圖 3.2.1 產業網絡理論架構圖表示，探討「政府干預對產業合作網絡

的影響」所涉及相關理論的關連性。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提示了政府之

於產業發展的幾個重要角色。包含對產業所採取的整體發展方向，如出口

導向與否（于宗先等，2003）；政府對外掌握國際政經局勢與對內發展有利

的依賴情境，在冷戰時期是依附美國經濟，擴大出口來刺激經濟成長（龐

建國，1993），並採取扶植公營企業進行進口替代（瞿宛文，1997），而在

產業全球化今天，則是和廠商採取的全球生產連結、產業地域策略相互配

合（Coe et al., 2004）。 

政府的第三角色是在和廠商就行政功能上的互動；運用公權力與行政

資源發揮政府規範或協調功能。在過去是制約被扶植廠商行為，朝向計畫

發展方向（Amsden, 1989）。在全球化今天，文獻上則提示這部分的功能越

來越重要。因為像過去，依附美國發展的歷史機緣已經不存在，政府必須

從國內事務來強化產業發展，例如協調產、官、學、研的跨部門合作，透

過創新合作提升產業競爭力（OECD, 1997）。目前政府扶植公營企業干預產

業方式，已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干預產業發展方式

（Nelson, 1993; Amsden et al., 2003）。例如政府對於當前的「兩兆雙星」目

標產業，仍舊採取扶植政策；亦即透過政府領導研發機構來衍生公司，繼

而達成干預產業發展的目的。 

當政府利用國家創新系統來干預產業發展；因為干預程度差異，出現

了目標產業與非目標產業的分野。前者在過去是公營企業，目前是政府領

導的研發機構所衍生之產業組織。這些都是政府集中資源發展與介入所有

權的直接干預；後者雖然也是受到政府領導研發機構網絡的影響，例如新

技術開發移轉與中衛體系（Amsden et al., 2003），但從參與的強制性與介入

所有權的情形，都只能算是從旁協助的間接干預。 

產業群聚與網絡理論歸納了中小企業發展自身產業合作網絡的行為邏

輯，包含著眼於規模報酬遞增的聚集（Krugman, 1991）、因為價值鏈與生

產供應互動所生的產業群聚（Porter, 1990），和基於各種關係距離與信任基

礎的網絡集結與網絡組織。這些行為邏輯論述普遍為區域創新系統相關論

述所接受（Cooke, 1992）；區域創新系統描述了產業透過網絡成員關係的信

任合作，在面對全球競爭中不斷創新。區域創新系統和國家創新系統的不

同，在於前者是關係與信任的產物（Sabel, 1992），後者則是強調政府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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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部門的投入與合作（Lundvall, 1992），因而區域創新系統運作，相較之

下被認為是因為互補所產生的自發性行為。 

但是受到國家創新系統干預程度的不同，廠商在區域創新系統裡發展

產業網絡時也出現被扶植者網絡、自發性網絡二者的差異。前者的被扶植

者是國家創新系統策略性選擇，與扶植的目標產業廠商，是具有階層性的

網絡集結（Markunsen, 1996），後者則是非目標產業廠商基於在地鑲嵌、自

願參與合作的廠商（Amsden et al., 2003）。兩者在區域創新系統裡各自依循

前面所論述的網絡行為邏輯，分別發展出不同型態的產業網絡。然其二者

面對全球競爭，發展全球生產連結與產業地域策略，各自有何特色？它們

會因為網絡理論所說，基於關係距離接近而形成網絡，還是基於創新理由

繼而和更多外部成員形成網絡連結（Lynn et al., 1996），則是本文所關注的。 

而在產業全球化競爭論述裡，本文也發現台灣產業面臨比起過去更複

雜的競爭環境。台灣產業因為居於先進國後段發展的事實，所以只能透過

全球生產連結與產業地域策略來強化競爭力。前者主要是做為世界知名品

牌旗艦商的關鍵合約供應者角色（Sturgeon, 2002；Ernst, 2004），透過自己

與協力廠商的區域性生產網絡，尋求合作、創新與改善製程，藉以掌握商

業訂單與控制生產成本，提升自身在全球生產體系的地位。後者則是透過

廠商間綿密、互補的關係網絡，以及地區聲譽來進入全球市場（Piore and 
Sabel, 1984）；地區內的關係網絡將廠商串連成虛擬的大型企業組織，如此

讓生產工廠可以不斷創新、專心發展產品的核心競爭力，藉以提昇消費者

信賴感（Piore and Sabel, 1984; Brusco, 1982）。而不論是被扶植廠商在政府

干預下，所發展出來的產業合作網絡，或是非目標產業廠商基於原生網絡

關係、自願參與所演化的產業合作網絡，二者都可能透過全球生產連結與

產業地域策略進入全球市場。 

圖中提示整個分析架構思維。政府和產業，不論是目標或非目標產業

都必須面對來自全球化競爭的壓力。政府受到衝擊的是，干預方式與程度

的改變，如主導產業整體發展方向、依賴發展機會和規範協調功能，都會

受到全球衝擊的抑制與轉型。本文選定觀察政府干預方式，是文獻上相當

標榜的國家創新系統。其次，廠商為因應全球化衝擊，存在如何建構合作

網絡來回應發展議題的行為邏輯；並在上述的國家創新系統導引下，發展

出產業合作網絡。而根據全球化理論，產業進入全球市場有全球生產連結、

產業地域兩大主要策略，這些策略背後則和前述的合作網絡有著密不可分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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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產業合作網絡分析架構圖 

 

產業全球化理論中，不論是「全球生產連結」與發展「產業地域」策

略，二者都提到政府角色和產業網絡之間的關連性。政府在全球生產連結

初期，主導全球連結（Coe et al., 2004），後來隨著廠商發展出區域性生產

網絡，透過創新確保了全球關鍵生產者地位後，政府角色才逐漸轉弱

（Sturgeon, 2002；Ernst, 2004；沈明展，2007a）。而在產業地域演化過程，

很多傳統的地區產業本身雖有原生網絡關係，然政府亦可以在未具有信任

基礎的創新合作部分，發揮降低合作風險，促成產業地域早點成形（Forfas, 
2004）。 

針對上述政府角色與產業因應全球競爭構築創新系統情形，Cooke et 
al.（2004）曾依循 Braczyk 於 1998 年提出的「區域治理」與「商業創新」

二維測度系統，來分析、辨識不同地區創新系統。其中網絡治理或政府干

預被認為是支持產業創新最主要的來源。首先「區域治理」的觀察維度，

包含政府的公共政策、制度和知識機構，也就是支持廠商創新的軟性基盤

設施（the soft infrastructure）；以及網絡治理，這裡面是指以廠商為主體，

發展出來的各種有利於產業創新的網絡關係，從產業原生地的社會網絡

（Grassroots）開始，發展到跨區的網絡關係。而商業創新的觀察維度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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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產業各階段的發展特徵，包含廠商在各個層面創新，譬如產品供應關係

所擴展出來的空間範圍，從地區商業規模發展到全球商業規模。 

換言之，「區域治理」維度代表產業創新過程，所能獲得的廠商外部資

源，從政府完全提供（Dirigiste）、建構綿密的產業網絡（Network），到單

純一個地區範圍內的社會網絡關係；中間部分象徵公部門與原生產地網絡

關係二者不同程度的混同。「商業創新」維度代表廠商創新合作，從在地

商業規模，發展為區域間的互動，再到全球性的生產供應或價值提升等運

作規模。圖中 Tuscany 本是單純以地區規模（Localist）為主的商業型態，

創新資源的獲得也是以在地資源為主的草根型，故 Cooke et al.（2004）將

其判定為「草根－地區商業」類型的創新系統。後來則隨著網絡關係的向

外延伸，例如政府對觀光政策與地區產業的重視，並且透過這層關係成為

以網絡治理來獲得創新資源的地區。新加坡則是一開始就是政府干預成形

的全球商業規模（Globalized）；但也隨著海外華人網絡關係的演進、海外

投資行為，開始轉換其創新系統類型。從政府完全宰制，向以網絡治理獲

得創新資源的類型發展。在這個系列研究裡，提示了創新資源是以政府，

還是產業原生地網絡關係，抑或是網絡治理來提供的觀察角度。商業創新

則揭示生產供應產品與其創新合作的空間尺度，從地區到全球不等的商業

規模。 

二、研究對象 

台灣產業部門依據政府干預程度可分成目標產業與非目標產業，前者

是政府扶植與積極干預的對象，如過去的石化、鋼鐵、汽車、造船、電子

資訊（瞿宛文，1997; 2001；Amsden et al., 2003），和現在的「兩兆雙星」

產業4（經濟部工業局，2005）。後者為領域多元、為數眾多的中小企業，

例如過去三大創匯的製鞋、成衣紡織和自行車產業（段承璞等，1999），還

有極具地方色彩的玻璃、陶瓷、木雕、油紙傘…等地區性產業（林明德等，

2002）。而對目標產業與非目標產業的干預，現階段政府是透過國家及區域

創新系統來進行，不同的是對於前者，政府在此領導網絡裡，還進一步透

過衍生公司來扶植產業。對於後者，政府僅是透過此國家及區域創新系統

的網絡，從旁協助其產業發展，例如新技術開發或協助建立中衛體系，並

未在非目標產業內扶植廠商。因而在研究對象產業的選擇上，應兼顧目標

                                                 
4 經濟部工業局（2005）目前規劃「兩兆雙星」產業為當前政府積極輔導干預的產業，並

且提出策略計畫，訂定績效目標來考核產業發展進程。其中兩兆是指產值突破兆元以上金

額的半導體與光電產業，它們最初始的技術來源主要是工研院電子所和相關研究機構；雙

星則指未來的明星產業，生物科技與數位內容產業。兩者最主要研發機構，前者是總統府

轄下的中央研究院、行政院主導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和其他指定之醫療院所與大專院校相

關系所（黃昱虹，2006）；後者為資策會及其衍生的組織、大專院校相關系所（蔡佩純，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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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非目標產業。 

其次為回應研究課題。政府在產業全球化競爭過程，已經沒有過去冷

戰時期，依附美國發展來擴大出口，促進產業發展的歷史機緣；政府在對

外與對內的角色都會受到產業採取全球化策略的不同，而有不同的角色扮

演與轉化，例如全球生產連結初期與後來發展，政府就有明顯地從主導者

（Coe et al., 2004），成為被廠商治理對象之一的角色轉換（沈明展，2007a）。
因而研究對象選取，也希望能夠在選擇產業別上，兼顧發展初期與後來發

展的個案。而以產業地域來進入全球市場，文獻上也提到政府的角色（Piore 
and Sabel, 1984; Brusco, 1982），故研究對象選取，也希望能夠在選擇產業

別上，選擇產業地域的發展個案。 

由於石化、鋼鐵、汽車、造船、半導體、光電和生物科技產業已有相

關研究，提出發展建議（瞿宛文，1997；Amsden et al., 2003），故目標產業

選定相對缺乏研究的數位內容產業來分析。除解答政府領導研發機構扶植

產業組織等直接干預對產業網絡行為的影響外，亦可為產業發展方向提出

建言。非目標產業部分，自行車產業自始就不是政府想要干預主導的產業，

依據谷蒲孝雄等（1995）的說法就是被置於保護圈外的產業。然而該產業

發展過程迄今近半世紀。它的生產基地遍及海外，巨大與美利達更成為世

界知名品牌，其商業規模遠遠地超越政治力量宰制的領域（王金安，2001）。
但是該產業一開始，還是政府干預受益者，譬如實施外銷禁令與建構中衛

體系就是政府干預的例證（石育賢等，2004），雖然那不像目標產業，由政

府去成立或扶植企業組織，如公營企業或衍生公司的直接干預。但是上述

的干預在初期還是在全球生產連結上發揮影響力，也成為該產業發展基礎

（沈明展，2007a）。只是這樣一段從政府間接干預，到後來發展出全球商

業規模，政府做對了什麼？值得深入探索。此外，近年來不論中央主管機

關或地方政府均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在所謂的地區性產業，譬如鶯歌陶瓷產

業（陳政均，2004）。它呈現出政府對產業空間的政策行銷，亦即對形成陶

瓷產業地域的政策干預。像這樣的地區商業規模的產業，它的產業網絡意

涵，與政府干預的影響為何，亦值得關注。 

三、研究方法 

本文產業網絡分析方法係修正自「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方法，它曾被廣泛地利用在商業、生物學、社會政策、

流行病學等具有網絡行為的自然與社會科學領域。網絡分析主要步驟有：

問卷設計、調查訪談、觀察蒐集網絡資料、網絡行動者分析等，最後是利

用電腦分析軟體或以簡要圖繪方式，描繪研究對象的網絡圖。利用電腦軟

體分析還可計算各種網絡的中心性指標，供進一步數值分析，唯運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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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分析網絡缺點，在於此法較適用於封閉的網絡關係，網絡連結對象不

明確，或太過分散未必合適（蔡佩純，2004）。 

社會網絡分析裡繪圖的目的在於清晰地呈現網絡成員所處位置與結

構，以及彰顯研究議題，所以繪圖本身並無一定要採用何種方法的限定，

本文亦不在此贅述。社會網絡分析所建立的網絡圖，能描繪出原本無法辨

識的各種成員關係，例如原本是生產供應鏈的上、下游廠商，但在網絡圖

裡卻未必是居於同等重要或相互接近的網絡位置，可能一者在中心，另一

者卻在邊陲；而且網絡浮現的連結也不必然是傳遞實體物流，訊息、指令、

技術與知識也都能成立（沈明展等，2006a）。 

1.問卷設計 

產業網絡分析係探討目標產業與非目標產業網絡行為受政府干預的影

響，故問卷設計重點在於廠商間互動和與政府相關機構的連結。所以問卷

設計的項目之一是受訪廠商基於產業發展目的而與之合作的網絡成員對

象。然而，目標產業要實證研究的命題是，政府扶植企業組織或相關機構

下所形成的產業網絡，故在完成合作對象問卷調查後，需接續地詢問政府

相關機構，例如主管機關、研發機構與產業培育機構對該受訪廠商影響，

並且複式詢問這些被填答合作對象的相關機構，他們的主要功能和合作計

畫內容。故這些問卷設計包含兩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詢問該企業組織或相

關機構的主要功能與合作計畫主要內容；第二部分則是請受訪廠商填下合

作往來之對象，包括廠商、大專院校、產業培育機構、研究機構及政府單

位等（蔡佩純，2004；沈明展等，2006a）。 

非目標產業由於研究命題在於產業發展進程，政府角色與其對產業自

發性網絡行為的影響。所以，問卷設計的項目之一是受訪廠商基於產業發

展目的而與之合作的網絡成員對象。但是，由於中小企業數量眾多，且政

府也未採取扶植企業組織等直接干預的方式，故政府可能不是廠商長期合

作連結對象；它們不像目標產業的主要廠商是政府扶植對象，有政策規劃

與計畫投入資源的培育期程，故有長時間的合作連結。中小企業廠商間可

能基於生產與創新目的而建立的網絡關係，更勝於和政府之間。因而政府

影響力無法透過問卷填答方式，必須透過半結構式深度訪談來進行，以求

得實證研究結果。非目標產業問卷設計包含兩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請受訪

廠商填下合作對象，包括廠商、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和中央、地方主管機

關等；第二部分是半結構、開放式深度訪談的問題概要，期能獲得該受訪

廠商發展進程，來自政府的協助或影響。 

2.調查訪談與參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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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研究命題與問卷設計後，蒐集網絡資料最常用的方法是問卷調

查、訪談與參與觀察法。前者通常針對網絡界限範圍內成員數較少的研究

對象來實施問卷調查，一來成員易於追蹤、催促問卷回復，二來回收率與

有效問卷比例也較高，可以重複詢問並修改填答意義不明的問題。目標產

業研究對象之數位內容產業，由於該產業仍處於幼稚階段，成員數少、且

集中在台北市南港軟體園區和台北縣遠雄 ABC 廣場（蔡佩純，2004）故適

宜問卷調查方法。對於非目標產業中小企業而言，成員數多、不易達成理

論要求的有效問卷回收情形，而且老闆或可以負責填答的人也經常不在，

廠商實際經營狀況甚難掌握，故利用滾雪球方式尋找願意接受訪談的廠

商，透過半開放深度訪談法與參與觀察反而易於蒐集到產業內外合作的資

訊。 

在調查訪談結束後，除了一般敘述性分析外，網絡矩陣分析是初步瞭

解網絡連結最直接的方法。研究者必須先將原始資料編碼（coding），如有

合作關係者填入 1，無此關係者填入 0，便可將每個成員關係排列成網絡行

動者對上行動者的矩陣資料（actor-by-actor matrix）。而當網絡群體內有 N
個成員時，可製作 N×N 大小的矩陣，如下圖 3.2.2。圖中最左欄位為受訪者，

第一列為受訪者填答之網絡合作對象。數值 1 表示受訪者填答為其網絡合

作對象，反之則為 0。而每個被填答合作對象的行動者欄位，累積 1 值愈多，

表示其在產業網絡與之合作的對象愈多，初步判定應為網絡重要行動者，

反之則不然。 

行動者標號 1 2 3 4 … N 
1 0 1 0 1 0 1 
2 1 0 0 1 1 0 
3 0 0 0 1 0 0 
4 1 1 1 0 0 0 
… 0 1 0 0 0 0 
N 1 0 0 0 0 0 
Σ 1n 2n 3n 4n … Nn 

圖 3.2.2 網絡矩陣分析示意圖 

3.觀察與蒐集網絡資料 

為使研究對象能清楚地描繪產業網絡關係，因而研究人員手邊需掌握

台灣地區該產業的會員名錄。該名錄除做為調查母體之基本資料庫外，亦

是做為受訪者填答問卷參考，避免因為受訪廠商訪談時間過於短促，一時

無法填答出完整網絡合作對象情況下的參考附錄，具有提示合作對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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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此外從這份產業會員名錄，延伸到電子或平面媒體，及產業財經

雜誌所揭露的產業重大訊息，亦可初步地判斷該產業重要的行動者、具有

影響力的廠商是誰？來做為後面訪談或檢視受訪廠商是否遺漏的依據。 

4.網絡行動者分析 

網絡圖的構成至少包含三種成元素（Wasserman & Faust, 1994），分別

是行動者（actor）如網絡圖中的節點（node）或物件（object），代表團體

中的個體、組織或最小研究單元；行動者間的關係（relation）或維繫（ties），
表示網絡中行動者因為此關係而生的互動，如交易、合作關係；行動者彼

此之間的連結（links），這是行動者間的關係透過可觀察的連結來傳遞資訊

流、物流、金流或指令，它具有指向與方向性（張火燦、劉淑寧，2002）。
藉由這三種元素可以解讀各個行動者在網絡圖中的位置，或說是重要性。

Freeman（1979）歸納出網絡圖分析中，與重要位置概念相近的三個中心性

指標，分別是程度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而其最重要的量度

依據便是和其他網絡成員連結的數目，因為這些指標都和此數目具有相關

性（蔡佩純，2004；沈明展等，2006a）。當直接連結距離的總和數值越大，

程度中心性也越高，表示該成員在網絡中越活躍；接近中心性越高表示該

成員到網絡的每一個角落的總成本越低，其使用網絡資源的成本也相對較

低，他們分別會被認定為網絡中的「核心」或「卓越行動者」等關鍵行動

者（Freeman, 1979）。而往往這些行動者是由誰擔任，就會隨著研究命題不

同激發不同的論爭，例如研究命題可能關注政府機構是否擔任此類角色，

或是由哪些主領廠商來扮演網絡關鍵行動者角色。 

產業網絡分析方法除描繪整體網絡連結，以及辨識關鍵行動者外，因

為研究命題特殊需要，例如目標產業的研究焦點在於判斷被扶植者網絡是

否呈現效率組合，故需要進一步針對網絡內部，某些行動者間關係較密集、

穩固者，進行網絡次級團體（sub group）分析，或稱為派系集結（cliques）
分析，意指具有高度凝聚力的小群體成員組合分析。而這類集結往往與非

該次級團體的行動者呈現無或鬆散的連結，所以集結又被視為網絡裡的「小

圈圈」（Hanneman, 2001；Scott, 1991）。集結產生的原因是因為組合成員存

在近似社會結構，彼此關係距離較近，如近親、朋比，也可能是因為互補

的功能導向，造成該集結行動者比其他不屬於同樣團體的行動者，有更密

切的互動，這些可以幫助研究者瞭解行動者實際鑲嵌於網絡的情形

（Hanneman, 2001）。應用在研究命題的是，在政府干預下廠商能否基於互

補的功能性導向，多元地和其他外部成員集結發展出完整的供應體系，而

非僅限於基於近似社會關係的內部集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