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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回顧 

隨著全球經濟的成長，先進都市的經濟結構與產業發展逐漸受到重視，

各經濟學者無不致力於找出最適於都市成長的經濟結構與產業配置，相關

的都市經濟、空間、聚集理論因應而生，本章透過整理國內外相關文獻，

藉此了解都市經濟的結構與演變及產業的形成與發展，作為本研究都市生

產者服務業知識外溢效果探討之基礎。 

第一節 聚集經濟理論 

「聚集（agglomerate）」指的是社會中的經濟活動集中於同一區域，

而「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指的是由聚集現象所引發的正

外部性，進而對於處於聚集現象內的廠商有實質上的助益。 

聚集經濟的觀念最早由都市經濟學家 Weber（1909）在說明區位理論

時提出，解釋一個區位內廠商聚集或分散時，強調了聚集經濟或不經濟的

重要性。同時，認為聚集利益（agglomeration advantage）是解釋產業活

動聚集的一大因素，並說明聚集經濟有兩種類型： 

（1）內部經濟：廠商生產量擴大時，平均生產成本隨著技術革新或

效率提升而降低，致使生產成本的節省。 

（2）外部經濟：生產同類型產品的廠商聚集在同一區位，產生生產

或運銷上的利益，如技術革新的流通、間接費用的降低。 

然而 Weber 的論點只敘述了相同產業的聚集現象，Hoover（1937）

將其論點擴張，認為聚集經濟可分為三大類型，分別是： 

（1）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cs）：廠商於某一地點上擴大生產規模，

藉由大規模生產壓低成本所能產生的利益。 

（2）地方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cs）：同一區位中的相同產業

聚集，擴大其總產出，所引發的利益，指廠商因本身產業規模大小所造成

的外部性，即相同產業的廠商聚集於一地區，使彼此可交換資訊與取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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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才，使該地區廠商生產力高過於其他地區。 

（3）都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cs）：同一區位中不同產業聚

集，所引發的利益，也就是由都市規模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即都市越大，

廠商越可享受到廣大的勞動市場與相關的服務支援，因而使都市內廠商的

生產力增加。 

國內學者劉錚錚（1974）則認為外部規模經濟是聚集的主要原因，可

分為兩種類型： 

（1）地方化經濟：初級的外部規模經濟，對廠商而言是外部的，但

對整個產業而言是內部的。 

（2）都市化經濟：次級的外部規模經濟，對都市區域內之單獨行業

而言是外部的，但對整體經濟而言是內部的。 

Jakobsen and Onsage（2005）指出傳統聚集理論的一些特色在於有較

大量人才聚集、特殊服務的提供（如管理、財務、法律等）、有較佳的設

施與運輸系統、在大都會可以形塑企業形象與地位、更具有效率的壓縮時

間與空間的尺度。林金祥（2002）認為各種經濟活動集中都市地區，造成

聚集經濟的力量，可提昇都市經濟生產力與成長率。另一方面，都市因廠

商與產業的聚集，促進各種生產活動的生產力，創造更有利的生產環境，

是以聚集經濟的力量是促進都市發展與成長不可或缺的力量。由此可見聚

集經濟與都市成長是密不可分的，陳湘裕（1996）亦認為各種經濟活動之

所以聚集於都市中，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為「聚集經濟」帶來的效益。 

本研究整理相關文獻，大致上可歸類出兩種類型的聚集現象： 

（1）相同的產業聚集於同一區位發展，會有生產上的規模經濟效果

出現，透過大批購買或運銷之利，亦會壓低生產成本，而產生更大的利益。

Geo（1991）指出廠商聚集所帶來的交易成本降低，是促進其聚集的因素

之一。徐旻穗（1995）認為相同產業的聚集經濟能夠使廠商間透過彼此的

溝通交換而獲得創新的資訊，而獲得更大的利益。 

（2）不同的產業聚集於同一區位發展，由於投入產出的關連，或是

由於提供多樣的服務選擇，在空間上的集中亦會創造出許多的利益。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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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強調都市人口集中，使得資訊傳遞方便、面對面交流頻繁，致使

不同產業間的創意交互衍生所產生的知識外溢效果，才是廠商從中獲利的

最大外部性。 

綜上所述，聚集經濟被認為是都市形成，產業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

不論在規模經濟、地方化經濟或都市化經濟的不同原因下，皆是由於聚集

現象所引發的經濟效益。而聚集經濟的研究隨著時代的演進產生出更為精

細的論點。在知識經濟的社會體系之下，知識本身的效果以及其所引發的

外部性效果更容易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故接下來的文獻回顧部份將針對聚

集經濟中的知識外溢效果來做回顧，以期能夠更加了解且符合現代社會的

現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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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識外溢與創新效果 

由聚集經濟理論所提及的規模經濟、地方化經濟與都市化經濟被認為

是產業聚集、都市形成與發展的基本理論。後進的研究更指出，廠商知識

外溢與技術創新的外溢效果，將提高產業的生產力或促進其他產業的創新，

進而促使該產業所在的都市成長。然而對於知識外溢與技術創新的外部性

效果的成因，學者們對之有不同的觀點，分別整理如下：  

一、MAR 外部性 

Romer（1986）提出 MAR 模型3，主張都市內一產業的集中，有助該

產業內廠商間技術擴散。認為地方獨占有助於產業成長，透過將技術創新

的外部利益內部化，使產業的技術創新和成長得以增加。Arrow（1962a）

認為知識是一種內生累積的，需要透過「做」來得到「學習」的效果，並

不全然是公共財，同時其研究指出知識存在著累積成長的現象與外溢的效

果。Romer（1990）認為經濟成長來自於三方面：（1）資本的聚集與累積，

所造成產出的成長；（2）來自市場的動力，促使科技的改變，新的知識將

轉化為具有實質價值的財貨；（3）科技可以一再的被利用，類似耐久財的

性質，且具有無敵對性的特性。其中指出知識是無敵對性的財貨，知識的

外溢具有正向的外部效果，而且是可以累積成長的無敵對財，故投資於

R&D4的行為將會促使私人公司得到最大的利益。亦即 MAR 外部性認為

相同產業規模越大，越有助於該產業內的廠商獲得較高的正向外部性。 

二、Jacobs 外部性 

Jacobs（1969）認為技術擴散大多發生在產業間，鄰近的相關產業促

進彼此間的創新（innovation）與成長，而地方性的競爭更促使產業加速

技術的研發。Chen（2002）研究指出 Jacobs 外部性效果對都市成長最為

重要。Gaspar and Glaeser（1998）強調大都市人口集中，使得資訊傳遞方

                                                 
3 MAR 模型：依循 Marshall-Arrow-Romer 學者的相關理論所衍伸出來的外部性模型。 
4 R&D：Research & Development，指廠商在研究發展方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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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面對面交流頻繁，促使不同產業間的創意流動，因而產生巨大的聚集

經濟效益。簡言之，Jacobs 所提出的外部性效果認為都市內的產業結構越

分散，透過這些不同產業或廠商的資訊創意交流、相關需求的支援，都是

有助於產業與廠商的正向發展。 

三、Porter 競爭理論 

Porter（1990）將 MAR 外部性的觀念由產業延伸至廠商，認為地方

競爭性是十分重要的產業成長外部效果。從地方競爭性來探討知識外溢的

效果，認為廠商在競爭壓力下，會加速創新的學習、模仿、以及再創新，

故認為地方競爭性對知識外溢是正面的效果。並指出知識流動與累積有地

方化與易達性的特性，故產業集中於某地區，將使彼此資訊更容易交流，

再加上知識具有自我強化的特性，促進產業的成長，將出現知識外溢的正

向外部性，深化都市企業創新與學習能力，使得都市得以持續成長。 

Glaeser et al.（1992）亦認為地方性的競爭行為將使產業加快技術的

研發，其研究結果亦提供知識外溢確實會促進都市成長的相關證據，且知

識外溢發生於產業間的效果大過於發生於特定產業內部，也就是指出產業

的知識外溢效果在 Jacobs 外部性較 MAR 外部性來的顯著。 

傳統的都市經濟學對於知識外溢與創新革新的看法，按照不同的特性

分別將之稱為 MAR 外部性與 Jacobs 外部性以及 Porter 所提出的地方競爭

理論，更詳細的區分出造成聚集經濟效果的主要原因。另外，對於聚集經

濟的知識外溢現象，相關研究領域的學者們提出類似的看法，Judd（1985）

將科技發展視為外生變數，可提升研究部門的生產力。Rauch（1990）發

現知識外溢有助於增加生產力與提高薪資水準。Caniels and Romijn（2003）

利用集體效率（collective efficiency）來說明廠商的聚集效果5。Johansson 

and Quigley（2004）指出聚集的外部性主要是知識外溢的效果，且同時存

在於產業內與產業間，在產業內以知識的分散（knowledge diffuses）效果

表示，而在產業間則以創新（innovation）效果來代表。Jakobsen and Onsage

                                                 
5集體效率的聚集效果優勢在於人才市場、訓練、資訊搜尋、研究創新。另可分為規模經

濟，在於生產成本的壓低與知識的快速累積；與知識外溢效果，在於透過做中學、知識科

技轉移、知識的公共財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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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指出專業化知識外溢的機制，是現代聚集的本質，緊密的地理位

置帶來人與人之間知識交換的場所，導向共同學習的關係，並強調都市與

區域成長的重要概念在於知識外溢與知識累積的效果。姜樹翰（2008）指

出欲提升競爭力的最佳方式就是創新與研究發展的投入。 

國外對於知識外溢的相關實證研究，亦有反面的說法。Mano and 

Otsuka（2000）認為同業過度集中，由於依賴的惰性，將產生聚集不經濟

的現象。Wuyts et al.（2005）說明同業過度集中將會降低對新事物的接受

程度，反而不利於創新的創造。這些研究說明了並不是所有的聚集外部性

都為正向性的。 

在國內亦有相關研究，莊奕琦與許碧峰（1999）以台灣製造業為實證

對象，利用投入產出表檢驗研究發展對產出的貢獻及產業間的外溢效果，

發現在製造業中的產業間外溢效果對於產出是相當顯著的。姜樹翰（2008）

指出聚集經濟有四種管道，分別是 MAR 外部性、Jacobs 外部性、地方競

爭性與工廠規模，並以台灣的製造業為對象，檢驗都市產業的動態成長模

型。Liu et al.（2007, 2009），以台灣製造業為對象，利用相同產業的空間

距離關係，檢驗其知識外溢效果，並證實在較大規模的廠商投入 R&D 是

較有顯著效果的。 

另外，除了知識外溢的種類將造成廠商成長的不同，廠商本身的規模

大小亦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Forni and Paba（2002）以製造業產業間

的關係為研究對象，發現很多知識外溢效果發生於產業間投入產出的關係

之中，並指出小型廠商較易透過聚集產生該知識外溢效果並促進其成長。

Cassiman and Veugelers（2002）研究指出廠商規模越大越易有合作關係的

存在，有合作關係則越易有知識外溢效果的發生。在其實證結果中，與不

同產業間（上下游廠商）的合作關係並無顯著的知識外溢效果，與研究單

位合作（產業內）所產生的知識外溢效果則是正向顯著的，顯示相同產業

內的合作關係更重要於不同產業間的合作關係。 

本研究將針對知識外溢效果的MAR外部性與 Jacobs外部性進行實證

研究，並以分量迴歸的方式檢驗不同廠商規模大小對於該要素投入的影響

性。在產業內的知識外溢效果檢驗利用 MAR 外部性為代表，採用 Liu et al.

（2007, 2009）的模型以空間距離對於產業內知識外溢效果的影響來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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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相同產業內的知識外溢效果。在產業間的知識外溢效果則利用 Jacobs

外部性為代表，採用莊奕琦與許碧峰（1999）所建立的模型，利用投入產

出表的產業關聯性來計算在生產者服務業內產業間的知識外溢效果。 

綜上所述，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識密集的經濟時代，在知識經濟的社

會結構下，相關研究理論皆指出知識外溢的效果確實是存在的，並且有不

同形式的表徵。知識的自我成長、累積與外溢效果（MAR 外部性與 Jacobs

外部性）將成為產業投資 R&D 的重要誘因。同時，相關研究發現此要素

的投資可有效的促使產業或廠商的聚集與成長。就本研究所知關於知識外

溢的聚集經濟效果現仍多集中於製造業部門的探討，對於外溢效果的部份，

仍舊無明確的證明究竟是何種性質的知識外溢效果對於產業成長是較有

顯著的效果。受到全球整體經濟的重新整合，都市產業結構的調整，製造

業被認為是維持都市內部經濟的重要性受到挑戰，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業的

崛起。下一節本研究將回顧全球化對於都市產業結構的影響與轉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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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全球化與產業結構轉變 

約自 1980 年代後，服務業的實質產出已超越製造業，成為競爭力、

競租能力較大的一項產業。服務業的成長大致可歸類出兩個主因，一個是

外在的，即全球化的影響（Sassen，1994）。一個是內在的，屬於本身結

構上的轉變（Klodt，1995）。 

一、都市產業發展理論 

Gemmell（1982）認為都市產業結構會隨著經濟發展、都市規模擴大

與人口遷移而改變，在都市發展初期，就業人口以一級產業人口為主，二、

三級產業人口比例相對較少；隨著都市的發展、規模擴大，二、三級產業

人口增加，第一級產業人口比例相對減少，其中又以第二級產業人口增加

速度比第三級產業人口增加速度快；當都市發展到一定規模時，第二級產

業則呈現遞減的趨勢（Ａ），三級產業人口則快速增加，到某一時期（Ｂ）

三級產業人口會超越二級產業人口，成為都市結構內部的主要力量，如圖

2-1 所示。 

圖 2-1 Gemmell 理論各級產業人口結構變化圖 

一般來說，世界上的已開發國家大多轉變以服務業為都市產業的主體，

Coffey and Polese（1987）指出加拿大都市多以生產者服務業為都市經濟

二級產業人口比例

三級產業人口比例

一級產業人口比例

A B 都市發展時序

產
業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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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種主體。另外，Klodt（1995）透過檢驗西德城市的產業實質產出，證

實服務業的產出在都市裡已經超越製造業的產出，說明了較為先進的都市

內業種形態已經由製造業轉變為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 

國際文獻紛紛指出先進都市的產業結構由製造業轉變為服務業的現

象，足以顯示在研究都市成長之時，服務業所代表的角色是重要的，因此

對於服務業的了解以及其內部結構的形成需要有更深層的認識。另外，由

產業的轉型趨勢來看，新興的生產者服務業不同於一般服務業，是具備高

專業性與高知識性的都市型產業，更值得學者們研究的投入。 

二、全球化現象相關論述 

科技與通訊技術的普及與革新造成空間上的解構、重新整合，全球化

的影響成為現代都市所需面對的課題。周志龍（2003）說明全球化是 1970

年代末期以來，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空間之跨國連結。舊有的

產業型態受到國際標準的挑戰不得不有所轉型與創新，產業經濟的競爭力

升級，將視都市及區域空間功能的全球定位與競爭力的提升而決定。de 

Magalhaes（2001）指出地方產業為因應國際化的壓力，紛紛提升本身實

力，整合成更加廣泛且多樣的服務業部門，顯示出全球化的力量對於舊有

產業所帶來的影響與改變是強大的。另外，Clark（1996）、Webber（2000）

指出全球化所形成的跨國分工的經濟形態，對生產組織、空間產業結構不

斷進行重組。全球成為一個共同的工作單位，製造業工廠的逐漸轉包外移，

向生產成本較低的中國大陸或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相對於勞力、土地價格

低廉的地方設廠，世界工廠的生產模式逐漸成形。這些現象透露出全球經

濟的解構與再結構，都市功能如何融入全球的生產線，並提昇自身的競爭

力，成為都市產業升級的一大課題與指標。 

Webber（2000）說明全球化的過程使各種政經、社會、文化活動的

空間領域範圍擴展，企業廠商競爭領域越來越擴大，空間上的阻隔越來越

小，廠商自然會尋求其他種類或位於其他地區更具獲利率之產業或經濟活

動。Sassen（2001）表示全球化對於全球經濟的變化，在於全球控制、管

理、生產過程的集中影響，形成特殊的經濟空間、網絡，新的或擴張的核

心功能與交易的複雜性，更引發公司、廠商對於生產者服務業的需求。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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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禾（2001）指出全球化有很多層面的意涵，如全球金融市場的整合、跨

國企業進行跨國整合生產、貿易及資本投資活動、全球事務管理功能（如

環境、經濟）、組織或機構。全球化的衝擊造成都市功能要求的轉變，國

際連結、指揮的功能對於世界都市的成長變得相對的重要，都市的存在由

原來的生產功能轉變為指揮管理的功能為主。 

另一方面來說，產業結構會形成都市的型態，都市同樣有培養新產業

的條件。Sassen（1994；2001）說明在全球化的結果下，都市成為一個國

際的商務中心，聚集了企業總部與生產者服務業，這新的經濟核心所帶來

的力量與利益是巨大的。並指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世界經濟體中的主要

都市為了取得全球經濟的控制能力，聚集相關的基盤設施與專業性服務，

成為得以發展相關資訊產業的地點。Castells（1989）研究指出資訊產業

需要有實體的基盤設施支持其發展，要求相關設施的高度集中。王憶靜

（1997）以生產者服務業內的國際貿易業為例，證明該業集中與台北都會

區通訊便利與聚集經濟是不可分的。國際經濟的整合，對於市場的需求影

響甚大，廠商要求國際水準的服務品質，高品質的辦公空間，生產、使用

所需的環境營造，社會相關建設的供應，相關資訊供給的質與量都是與全

球作競爭，跨國需求的使用者需要一個更重要的都市體系來支持其所將進

行的經濟行動（de Magalhaes，2001）。都市本身的基盤設施提供條件給

予新興產業的建構與成長，新興產業也提供都市能夠有適應全球化功能的

條件，為了支持這種國際都市的功能性，都市內的服務業不得不做出轉型，

由此所誕生出的生產者服務業則提供了這種生產需求的功能性服務。 

在國際競爭壓力之下，公司行號紛紛精細其組織架構，將多餘的部門

功能外包，企圖建構一種更加專業的組織體系，以求其競爭力的提升，得

以在國際競爭下存活。Geo（1991）解釋了生產者服務業的出現幫助了公

司組織的運作更加有效率，因此而引發了公司對於生產者服務業的需求性，

同時指出公司將專業的服務功能外包給生產者服務業處理，增加對於生產

者服務業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性越高，其所帶來的外部效果越大。Coffey 

and Bailly（1991）指出產品的生命週期隨著科技發展而縮短，對於研究

發展、設計、行銷的需求變得越來越重要；同樣的情形適用於生產過程之

中，科技促使生產技術越來越專業化，更有效率的生產方式透過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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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研發不斷的調整，提供這種服務的產業顯得更為重要。 Bhageati

（1984）認為生產者服務業的快速成長與廠商將原有的內部服務活動予以

外部化有很大的關係。薛立敏等（1993）也認為生產者服務業的快速成長

與其生產技術的專業化和分工日細的結果有關。不論是公司內部的生產者

服務部門或是對於外部自由的生產者服務業的需求，都對於生產者服務功

能的成長有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為因應全球化經濟的來臨，公司內、外部環境複雜性與專

業度增加，更促使各產業對於生產者服務業的需求性增加。知識累積成長

與相對應需求支持的結果，是促成生產者服務業成為都市內重要產業的主

要原因。基此針對生產者服務業知識外溢效果的研究將發展成為都市成長

研究的重要環節之一，故本研究將以生產者服務業為知識外溢效果的研究

對象。於下一節將回顧生產者服務業相關的文獻，以期更了解該項產業的

特質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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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產者服務業 

Grubel and Walker（1989）定義生產者服務業的內容為：「不是直接

用來消費，是一種中間投入，用來生產其他產品或服務並產生功用」。由

此可知生產者服務業是一種產業類別的概稱，指的是專門提供生產者所需

服務的服務業，並非直接提供服務予消費者消費的服務業。另外，金家禾

（2001）指出此類的服務業亦被稱之為高階服務業（high-order services）、

知識密集服務業（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或先進服務業（advanced 

services）6。 

一、生產者服務業之分類 

透過相關文獻整理發現，各國單位或各國學者對於服務業的分類皆有

各自的看法與認定，而產業快速的變動及創新，新型態的產業層出不窮，

皆對於分類情形有一定的影響性，本研究整理各單位部門或各學者的分類

如下： 

（一）國外單位與學者 

1.美國國民會計（National Account）將服務業按服務需求對象分為四

大類，其中包含生產性服務業，分類如下： 

（1）分配性服務業：包含零售業、通信業、運輸業及公共事業。 
（2）生產性服務業：包含會計、法律顧問、市場行銷、金融保險、建築

師工程、管理諮詢、通信等行業。 
（3）消費性服務業：包含飯店、旅館、遊憩場所、洗衣店、修理等行業。 
（4）非營利性政府服務業：包含教育，衛生保健、司法、國際行政等行

業。 

2.美國統計局（Statistical Abstact of the United States）將服務業

分為五大類，同時界定生產者服務業的類別： 

（1）運輸傳送服務（Distributive Service）：包含財貨的運輸、資訊加工

及傳輸。 

                                                 
6 為求一致性的說法，本研究將採用「生產者服務業」為相關分類別的總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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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發及零售服務（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包含一般商品之批

發及零售交易。 
（3）非營利服務（Nonprofit Service）：包含政府服務、私人部門非營利

服務等。 
（4）生產者服務（Producer Service）：包含金融、保險、不動產、商業

服務、法律服務、會員組織及其他專業服務。 
（5）消費者服務業（Consumer Service）：包含醫療服務、教育、個別教

育、修護業、旅館服務、餐飲服務、休閒服務及家事服務。 

3.英國 SIC（Stan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將服務業分為三類，

亦包含有生產性服務業： 

（1）消費性服務業：包含零售分配、餐飲、酒吧、夜總會、旅館、鞋類、

學校教育、醫療、健康、娛樂與文化等。 
（2）生產性服務業：包含批發分配業、廢棄物處理業、貨運業、金融保

險業、廣告、商業服務業、研究及發展、機器設備租賃業等。 
（3）綜合性服務業：包含鐵路運輸、海運、空運、不動產經紀人、法律

服務、會計師、查帳人員等。 

4.Browing and Singelman（1975）將服務業依功能分為四大類，其對生

產性服務業的分類如下： 

（1）分配性服務業：包含商業、通訊、運輸、倉儲等。 
（2）生產性服務業：包含金融、保險、法律、工商服務經濟等。 
（3）個人性服務業：包含家事服務、個人教育、餐旅、休閒等。 
（4）社會性或非營利政府服務：包含教育、醫療、福利服務、公共行政

服務等。 

5.Coffey and Bailly（1991）說明生產者服務業包含工程服務、企管諮

詢、會計、法律、廣告。 

（二）國內學者 

1.王憶靜（1996）將生產者服務業分類為國際貿易業、金融業、保險業、

法律及會計服務業、資訊服務業、廣告業。 

2.邊泰明（1997）認為生產者服務業包括國際貿易、運輸服務、倉儲、通

信、金融、保險、不動產服務業、法律及會計、顧問服務業、資訊服務、

廣告、設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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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究採用之定義 

金家禾（2001）指出生產者服務業亦稱作知識密集型服務業，且本研

究設定生產者服務業為知識密集型的產業，按 OECD（2003）之定義，知

識密集型產業範圍如下： 

1.知識密集型製造業：包括航太、汽車及其他運輸工具、通訊、電腦及辦

公室自動化設備、製藥及化學製品、半導體、科學儀器、電機、機械等。 

2.知識密集型服務業：包括金融、保險、租賃、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支

援服務業等。 

3.非知識密集型服務業 ＝ 全體服務業部門 － 知識密集型服務業。 

「知識密集型服務業」包括商品經紀業、郵政業、電信業、電腦系統

設計服務業、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金融及

保險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不含獸醫服務業）、支援服務業（不含

旅行業）、教育服務業、醫療保健服務業。本研究發現知識密集型服務業

包含的業種項目與國內外機關或學者對於生產者服務業類別的定義並無

太大差異7，且我國主計處公開資料於工商普查名詞解釋內亦採用 OECD

（2003）對於知識密集型服務業的定義，故本研究將採用此定義為本研究

的生產者服務業之業種類別調整基礎。 

另外，透過與工商普查母體資料的分類做比對，以利於本研究的實證

分析。本研究調整後8代表生產者服務業的業種分別有：商品經紀業、郵

政及快遞業、電信業、金融及其輔助業、保險業、法律及會計服務業、建

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專門設計服務業、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資料處理

及資訊供應服務業、顧問服務業、廣告業、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醫療保健服務業、支援服務業（不含旅行業），共十五種業別。生產者服

務業相關定義表整理如表 2-1。 

                                                 
7 僅於國際貿易、會員組織、醫療、不動產等業種有些微出入，於大致上的法律、金融、

會計、保險、資料處理、電腦系統設計、廣告、商業等業種的分類上差異不大。 
8 郵政業改為郵政快遞業，刪除教育服務業，將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相

關服務業合併為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分割為法律及會計服

務業、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專門設計服務業、顧問服務業、廣告業、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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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生產者服務業定義表 

單位 生產者服務業業種 

美國國民會計 
 

會計、法律顧問、市場行銷、金融保險、建築師工程、管理諮詢、通信

等 

美國統計局 金融、保險、不動產、商業服務、法律服務、會員組織及其他專業服務

英國 SIC 
 

批發分配業、廢棄物處理業、貨運業、金融保險業、廣告、商業服務業、

研究及發展、機器設備租賃等 

Browing and 

Singelman（1975）  
金融、保險、法律、工商服務經濟等 

Coffey and Bailly

（1991）  
工程服務、企管諮詢、會計、法律、廣告 

王憶靜（1996） 
 

國際貿易業、金融業、保險業、法律及會計服務業、資訊服務業、廣告

業 

邊泰明（1997） 
 

國際貿易業、運輸服務、倉儲、通信、金融、保險、不動產服務業、法

律及會計、顧問服務業、資訊服務、廣告、設計業 

OECD（2003） 
 

商品經紀業、郵政業、電信業、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入口網站經營、

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金融及保險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不含獸醫服務業）、支援服務業（不含旅行業）、教育服務業、

醫療保健服務業 

本研究定義 
 

商品經紀業、郵政及快遞業、電信業、金融及其輔助業、保險業、法律

及會計服務業、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專門設計服務業、電腦系統設

計服務業、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顧問服務業、廣告業、其他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醫療保健服務業、支援服務業（不含旅行業） 

二、生產者服務業屬性 

Hoyt（1939）認為產業活動可區分為基礎性產業與非基礎性產業兩類，

而基礎性產業被認為是帶動地區成長的主要動力。此兩種性質產業的區分

標準主要是以「輸出」為其界定概念，凡一產業除提供當地使用外，還可

輸出至其他地區消費、服務，則稱為基礎性產業。若專供本區域使用者，

並無輸出往其他區域者，則稱為非基礎性產業。以往的服務業被認為是非

基礎性產業，不少學者認為服務業無法單獨的存在支撐都市的整體經濟。

但經過全球化影響，整體生產體系、產業型態的轉變，新興的生產者服務

業已具有輸出服務給其他地區的能力，不同於以往的服務業，轉型成為符



生產者服務業知識外溢效果-以台北都會區為例 

23 

合基礎性產業的型態，並有足夠的經濟能力能夠單獨的支持都市整體的經

濟。Coffey and Polese（1987）以加拿大生產者服務業發展狀況為分析對

象，研究指出該都市內的個人服務業及企業顧問服務業具有較高的輸出傾

向，為都會區的主經濟基礎。蕭大立（1999）研究指出台灣地區服務產業

持續大規模成長，以及服務業確實能帶動地方發展。這些研究證明了生產

者服務業確實有支持都市整體經濟的能力。 

三、全球化型與都市型產業特性 

生產者服務業在都市內的比例代表一個國家都市的國際化程度，代表

一個都市與全球接軌的程度。Cox（1995）認為發展生產者服務業是都市

納入全球經濟體系運作中的一項重要策略。de Magalhaes（2001）指出全

球化與國際化的發展，大量且多樣化的公司進入市場，導致對於不同產品

或相關服務的需求因應而生，產業相關服務需求更要求專業化與標準化，

跨國經濟需求加深對資產服務的需求性，因而創造了更多的投資機會，促

進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管理、配置、建議等功能，生產者服務業的角色

更為重要。Friedmann（1995）提到生產者服務業可提供跨國企業對於全

球運籌帷幄所需的服務，使跨境經濟整合得以順利進行，是全球化過程中

的重要特徵，也是判斷都市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項重要指標。金家禾

（2001）也認為生產者服務業在都市內的比例是代表全球化都市的一項表

徵，並指出提升生產者服務業的國際連結運作能力，有助於培育專業人才，

引進先進的服務技術，提升服務品質及降低服務成本的優點。都突顯了在

全球化的現代社會中，生產者服務業所代表的重要意義。 

經過全球化與產業結構的改變，生產者服務業對於都市成長的重要性

是顯而易見的，Sassen（1994）透過實證結果發現，生產者服務業會呈現

聚集於都會區發展的現象，且服務等級越高者越會向都市中心聚集。

Wernerheim and Sharpe（2001）研究證實生產者服務業在空間上的發展與

聚集經濟有密切的關係。Coffey and Polese（1989）指出生產者服務業對

國家與都市發展的重要性，認為生產者服務業的聚集對於產業廠商是有吸

引力的，將造成都市聚集經濟的形成。Amin and Thift（1992）、Michalak and 

Fairbairn（1993）認為都會區聚集專業人員、機構、廠商，可快速取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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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顧客的相關資訊，提供聚集經濟及創新環境的營造，並獲得多樣化的

支援與互補性專業服務，有利於促進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林金祥（2002）

指出高專業技術性的生產者服務業大多集中於都會型的都市。這種生產者

服務業聚集於都市內發展的現象，隱含著其具有都市型產業的特質，作為

研究都市成長的指標性產業確實有其代表性。  

四、知識密集與專業化特性 

過去的相關研究總是聚焦於製造業的聚集現象所引發的知識外溢效

果（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Liu et al.，2007；莊奕琦與許碧峰，1999）。

Geo（1991）指出創新的過程所引發的外部性可以促進生產者服務業的發

展與成長，說明了創新的外溢效果也會發生於生產者服務業之中。de 

Magalhaes（2001）指出國際公司的進入，帶來了更多知識的累積與革新，

生產者服務業更容易有成長的環境與條件。加上都市產業組成架構的改變，

Eberts and Randall（1998）認為生產者服務業大多集中於大都市地區，成

為地區產業活動的核心代表。因此生產者服務業的知識外溢效果也逐漸的

受到重視，以求合理的解釋其產業成長與領導都市成長的現象。 

周志龍（2006）指出服務業會帶動國家與都市及區域經濟發展，可分

為消費者服務業與生產者服務業，消費者服務業為提供最終財的特性，而

生產者服務業則是以提供中間需求的企業服務為主。生產者服務業不同於

一般服務業的服務對象是消費者，它提供專業的服務功能給予企業廠商，

藉由專業分工的服務型態，達成較有效率的生產模式。Grubel and Walker

（1989）認為生產者服務業是用來生產其他產品或服務的中間投入，提供

中間性的生產要素投入給生產者，是生產財貨過程中的媒介。Stull and 

Madden（1990）認為生產者服務業是涵蓋中間產出的服務，也就是提供

服務給企業或組織生產其他財貨與勞務，而非直接提供服務給私人或家計

單位。Coffey and Bailly（1991）指出生產者服務業是中間投入，扮演中

間需求，提高生產者的生產效率。Sassen（2001）研究指出有強烈的證據

顯示，生產者服務業的聚集發展是由於都市內生產過程的複雜性增加，相

對的生產者服務需求增加所造成的現象。陳冠位等（2003）指出由於全球

市場競爭劇烈，國內外經濟情勢急劇變動，企業為強化競爭優勢，將原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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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部提供的服務交由外部專業產商提供服務，希望能透過更專業化的生

產者服務業增加競爭優勢及確保生存空間。這些現象皆顯示出經由於整體

經濟的生產體系轉變，公司要求小而精的生產體系，以節省成本，提升效

率，專業服務部門的外包結果，造成服務業的類型也受到調整，企業廠商

針對生產者服務業的需求增加的現象，導致生產者服務業因此而成長。 

生產者服務業一般被認為是具有專業性與技術性的行業，對於知識累

積與外溢的效果也較一般消費者服務業來的大。Geo（1991）認為生產者

服務業是具有專業知識與技術的產業。Perry（1990）指出公司對於生產

者服務業的需求將會增加該產業的專業性與複雜性。Grubel and Walker

（1989）其研究認為生產者服務業扮演了人力與知識資本的傳送器，在生

產過程中將兩項要素導入，使生產更加專業化、資本更深化並提高勞動要

素的生產力。Machlup（1962）同樣認為生產者服務業是知識產出的行業。

大多數學者都認為生產者服務業是具有高度知識與專業性的，所以知識累

積與成長的效果將造成產業的成長，而其聚集的現象更容易令人聯想到有

知識外溢效果的存在。 

五、向前關聯9與向後關聯性10 

除了代表全球性與都市性、專業性、技術性與知識性等外，生產者服

務業還具有其他的特性。陳冠位等（2003）整理相關文獻後指出生產者服

務業有四大主要特性，分別為（1）中間需求角色：服務業的需求包括最

終需求與中間需求，其中中間需求即是生產者對於生產者服務業的需求，

主要是服務企業為對象；（2）提供生產者輔助性質的服務：是一種生產產

品與服務的中間投入，為生產財貨過程中的媒介；（3）高度專業性：隨著

生產過程的複雜化與迂迴化，生產過程中的每一階段都需具有專業能力的

專家進行計畫，使生產有效率的進行；（4）產業間的關聯效果：生產者服

務業是向生產者提供服務，以提高生產者的生產效率。Coffey and Bailly

（1991）認為生產者服務業需要有（1）專業人才的需求；（2）向後連結

                                                 
9 向前關聯：每一產業部門最終需要皆變動一單位時，對特定產業產品需求之總變動量，

也就是特定產業受感應的程度，稱為「向前關聯效果」。 
10 向後關聯：某一產業部門需求變動一單位時，各產業必須增（減）之數量和，也就是該

特定產業對所有產業的影響程度，稱為「向後關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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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3）向前連結的機會。故生產者服務業聚集於都會區內是有其聚

集經濟的效益。除了先前介紹的特色外，生產者服務業的中間需求特色，

顯示出生產者服務業對於其他產業除了扮演提供生產的中間需求外，同時

扮演了消費者的角色。 

莊奕琦與許碧峰（1999）利用投入產出表的產業關連性來作為產業間

知識外溢效果的研究，即檢驗 Jacobs 外部性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產業

間的知識外溢效果確實也是一項重要的聚集效果。由生產者服務業的特性

中發現，除了產業內的知識外溢效果，即 MAR 外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

就是生產者服務業與其他產業的關連性。不論是向前關聯或向後關聯，都

可能存在著 Jacobs 外部性的外溢效果。 

綜上所述，生產者服務業在近十年來成為都市內部重要的產業結構之

一，不管其屬性上、全球化程度上、都市的代表性上都有其舉足輕重的地

位，更由於其本身知識密集與專業度的特質，加上與其他產業間的關連性，

其知識外溢效果上不管在MAR外部性或 Jacobs外部性都有存在的可能性，

故本研究將以生產者服務業為研究對象，以實證方法探討其知識外溢的現

象與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