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 

 

細數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歷程，吾人得以看出台灣經濟的成長在各個階段

皆依賴特定明星產業的發展與帶動，且該產業相當程度受到來自政府的政策扶

植。八○年代，台灣高科技產業係以電腦硬體與週邊配備製造為主力；九○年代

半導體產業取而代之，躋身高科技產業中的強項；而廿一世紀初則以 TFT-LCD為

政府重點扶植發展首要項目之一，並且不負重望地創造出傲人的產值。在台灣經

濟發展的各個階段當中，儘管成為經濟火車頭的目標產業有所變動，但不變的是，

這些產業發展皆有其原創技術研發的弱點，因此企業必須仰賴快速的彈性製造，

並專研製程的改良以提高產品良率，且盡力壓低生產環節中各項成本，以維持競

爭力。此一相異產業產生同樣宿命的癥結，即在於國家產業政策重製造輕研發的

內涵偏向。 

台灣在短時間內所成就的經濟奇蹟，基本上係強勢的國家能力集中資源在特

定產業，以及運用保護性的貿易政策所創造出來的成果。然而，回顧我國自八○

年代以降主導科技產業發展的政治環境於各時代之變遷，其變化之明顯與經濟發

展模式一元化情形大相逕庭，而基本呈現以下幾個型態。首先在八○年代，政府

基本上為由強人主導、技術官僚為輔的威權體制，任何選定產業的發展皆受到政

府大力支持，不惟得以無阻地獲取一切資源挹注，且較少受到來自社會反對的聲

浪，產業走向受到政府全權的指導與支援。邁入九○年代，則進入以李登輝強人

領導的民主化過程，儘管社會力開始崛起，一黨獨大的態勢也相對弱化，但政黨

間的衝突點卻並非集中在實際產業政策面，而是聚焦於本土代表性的政治性議題

上，因此對於國家總體經濟的發展走向影響較弱，產業政策基本內涵仍侷限在全

力支持少數產業發展以求整體經濟成長的經濟思惟當中，其基本考量亦是經濟成

果得以左右政治支持結果，故而政府當務之急即為全力塑造利於產業生存的環

境。至於進入廿一世紀初，即使歷經執政政黨的更迭，政治相對不穩定，且適逢

全球經濟景氣衰退，導致台灣投資環境的惡化，政府益發推出更多以企業發展優

先的政策以為因應。相較之下，不論威權體制、民主轉型，甚或民主體制鞏固等

階段，我國產業政策擬定的基本內涵與形式皆未曾有所改變，亦即國家對於整體

產業發展的影響力持續發揮其效用，並且由於我國係一資本與技術相對缺乏之出

口導向型經濟體，技術密集產業更加依賴政府對於資源統一且集中的挹注，而導

致國家能力得更強有力的彰顯。 

另一方面，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我國大陸政策也出現相應的變化。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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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由於中國大陸展開一連串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措施，部份台商也因之深受

吸引而逐步前往大陸進行小額投資的行為，但多屬個人資金，及輾轉經由國外管

道進入。且此時高科技產業投資中國大陸者也屬少數，因此兩岸潛藏性的互動對

政府的大陸政策並未造成直接的影響。俟九○年代，隨著中國大陸市場日漸融入

全球經濟體系之中，跨國企業前仆後繼進入中國大陸進行投資，台商如欲維持其

中介角色的地位，自不免將赴大陸投資列入維繫企業生存考量要件之一，而政府

同時亦逐步開放與中國之貿易往來，並在限制投資金額與項目之條件下，准許台

商外移中國大陸設廠或進行間接投資。但另一方面，政府也開始逐步深化本土化

工程的形塑，台灣意識遂成為凝聚民意最佳的操作工具，並得藉之以強化李登輝

政權統制經濟領域的權力。因此儘管社會衝突雖時有所聞，仍不足以撼動執政者

對於兩岸關係走向的掌控，故戒急用忍政策可視為在財團默許下而達成之政商共

識1，惟該政策之執行雖有其一定的效果，但儼然出現政府與產業在外移對象選擇

上的衝突。民進黨執政後，面對台商前往中國大陸市場發展之因應措施，基本也

依循強調台灣意識的主調，在有限度與中國交流空間下，維持政府可容忍範圍內

的互利性經貿互動，惟高科技產業陸續外移不可諱言地確實對政府政策之形成產

生莫名壓力，兩者間衝突在所難免。我國大陸政策的制定最終成為另一項執政者

所操作的政治性工具，並且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大陸投資政策不可避免地較前

更為緊縮。 

基於此，論者認為台灣產業發展係透過國家全力的扶植而得以攫取經濟資源

菁華，且國家相對產業的自主性並未隨著民主化的過程而出現弱化的情形，發展

性國家的特色在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中明顯持續可見。企業也受制於此，而無法

跳脫製造傾向的產業政策內涵窠臼，並形成今日產業發展的瓶頸。然而，受限於

台灣無法長期提供低廉的生產環境，對外投資行為勢不可免，毋庸置疑地，台商

外移的地區選定主要係基於經濟因素的考量，中國大陸只是在適當的時機填補了

台商對外投資的需求，但對外投資卻無法改變台灣產業偏好製造的特性。另一方

面，政府的大陸投資政策除對台商於當地之投資加以掣肘，政府為提振“資金回

流”的成效，更進一步予以優惠政策的挹注，獎勵留台投資的台商，此皆直接強

化政府介入經濟層面的國家能力，並加深政府產業政策的短期獲利性質。 

在台灣整個民主化的進程中，不同的政治體制或執政黨對於與產業發展密切

相關的政策所持的態度並無不同，基本考量皆以政治權力掌控為出發點，亦即運

                                                 
1 從財團對政府大陸政策態度的轉變即可發現，以台塑集團為例，近年來該公司董事長王永慶持續
針對政府未能即時廣開赴中國大陸投資之門與進行三通發表諍言，認為政府政策過於保守，然在

戒急用忍政策剛提出之之際，台塑集團投資大陸漳州電廠案即便曾經投審會技術審查通過，但仍

以配合政府政策為由，自行撤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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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經濟發展的成果型塑為政府執政成效的展現。然而，從本文所關照的三個不同

時期的高科技產業政策及其產生的產業發展結果，特別是在 TFT-LCD產業上所展

現出來的政策弱點中可以發現，產業政策最終反與我國大陸經貿政策產生衝突，

凸顯國家能力施展的內在矛盾這一點。以下將做進一步闡述。 

一、作為國家能力展現之產業政策特徵及其結果 

（一）政策特徵 

從國家理論的角度來觀察國家能力在台灣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展現，產業政策

係為一相當有利的分析指標。國民黨政權自五○年代接受美援開始，隨即展開一

連串對台灣大刀闊斧的經濟整治措施：進行關稅壁壘以保護本土工業的發展、限

制工業設廠以避免盲目投資形成資源的浪費、設立加工出口區與工業區以吸納剩

餘農業勞動力等，另相繼推動各項大型的基礎建設，以強化基礎建設與重化工業

的發展，這在在顯示出政府不遺餘力地進行其對經濟活動的駕馭。不可否認的是，

國民黨政權之所以積極進行台灣經濟的重塑，不僅是為了支撐“反攻大陸”浮萍

式的理想，更具有顯現其方為國家合法性與正當性代表之企圖，進而產生拉攏民

心的作用。 

而後為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政府也開展一連串相關的措施，儘管學界對

於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快速成長有著不同於國家理論的詮釋，認為係由不同的促

因造成，但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軌跡仍與政府相關政策的引導具有密切的關係。

台灣早期高科技發展由於缺乏技術與資金來源，加上私人企業基於對該產業未來

發展性的疑慮，而不願貿然踏入此一未知的產業中，因此，相當多的技術研發與

生產多由政府進行先發的工作，並且積極吸引外資來台投資設廠，以便獲取相關

的技術資源。因此，政府針對高科技產業所擬定的政策仍可以視為國家能力在此

一經濟領域中的展現。 

儘管自八○年代末期開始的民主化過程，政府與民間的單向式統制關係開始

面臨挑戰，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逐漸瓦解，然而國家作為一個經濟介入與主導的

角色卻始終如一。無論是具有威權體制影子的國民黨政權，抑或是以民主推動者

角色自居的民進黨政權，在後發國家的氛圍中仍不脫“經濟領航員”的色彩，並

將其自身的政權合法性與持續性建基於此種意識型態之中，致力在產業政策上發

揮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力。 

職此，即使在不同的階段，各執政者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態度基本維持

一致，亦即我國產業政策的挹注主力始終著重在工業製造業，鼓勵廠商致力於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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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產值與產量，相對而言，較缺乏研發創新的激勵機制與誘因。即使是主管我國

技術研發的相關單位，亦傾向商品開發層面的研究，而有逐漸放棄基礎科學研究

的趨勢。 

從我國一貫的研發獎勵措施來看，基本上各補助辦法的內容與內涵並無變

化，除為因應時代所需，而產生重點發展產業類別而隨之有所更動外，對企業的

研發補助則多集中在鼓勵新產品、改進相關生產與管理技術等應用性層次，於鼓

勵企業在基礎研發上著墨不多。此外，多年來，隸屬經濟部轄下的各財團法人相

對私人企業始終掌握較多的研發經費，此舉儘管在技術來源的提供管道上維持單

純性，而對企業有一定的助益，卻顯現出國家力量的運作，隱藏著掌控企業最根

本生產要素的內涵；而另一方面，又凸顯出一旦以彰顯國家能力面貌產出的相關

政策有所偏誤時，對產業發展而言無形中卻有不利的影響。 

從比較各國研發經費佔 GDP比例的結果可以明顯得看出，我國歷年間的研發

經費比例並無顯著的差異性，除與英國不相上下，並且略勝中國大陸一籌之外，

相當程度低於其他不論是先進國家，抑或是以發展型國家著稱的日、韓二國（見

【圖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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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科會網站，http://www.nsc.gov.tw/tech/book/data_main/data_main.pdf。 

註：以色列的數據未含國防研發費用。 

【圖六之一】各國研發經費佔 GDP比率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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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經濟部專案計劃補助款為例，相關的數據也顯示出，政府較偏重於

對應用研發的資金補助。再次，政府為求快速且有效地吸納技術，以帶動產業的

發展，多以引進外國技術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基礎與核心。企圖透過以引進先進

技術和設備的方式，使高科技產業能夠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起來，但此舉也連帶影

響產業欠缺對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限制產業進一步提高技術層次的可能性（相

關數據參見【表六之一】，各國之比較見【圖六之二】）。政府及企業界漠視基礎研

究之後果便是我國產業技術基礎薄弱，並進而侷限我國產業發展之可能性。 

此外，為求企業得以快速進入量產的階段，對於新興產業所需而國內無法製

造之機器及設備，政府予以實施免徵進口稅與營業稅的扶持措施，此舉不僅無法

激勵高科技產業研製上游設備的動機，且進一步斲喪企業研發的企圖。且由於政

府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障法規並不完善，導致企業並不投注心力於專利的研發，

以避免日後陷於為人作嫁的地步，徒增自己的敵人，亦間接削弱企業強化研發之

動機。 

【表六之一】台灣歷年技術貿易額       單位：台幣千元、% 

年度 技術輸出（A） 技術輸入（B） 
技術貿易收支比 
（A／B） 

1987 39,085 455,118 0.09 
1988 353,200 7,771,979 0.05 
1989 344,289 12,474,784 0.03 
1990 785,499 12,297,722 0.06 
1992 2,117,911 13,733,175 0.15 
1993 1,269,753 13,684,814 0.09 
1994 821,331 14,513,099 0.06 
1995 728,079 18,240,483 0.04 
1997 1,593,283 32,417,343 0.05 
1998 922,434 38,910,038 0.02 
1999 1,223,723 39,003,432 0.03 
2000 3,949,130 40,727,452 0.10 

註 1：技術輸出指經由技術合作、技術授權、技術指導、投資國外高科技事業等方式，直接供應國

內技術予國外買主者。技術輸入指經由前述各項方式取得國外之先進技術，引進國內者。 

2：民國八十年與八十五年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調查停辦，故無數據。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編，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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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編，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各年度）。 

【圖六之二】歷年主要國家技術貿易額收支比 

 

 

相似的政策思惟模式也反映在基礎研發人才培育政策上。基本而言，文中所

論述三個階段的國家人才培育政策並無任何明顯的差異，唯一不同之處僅在於對

當時國家主力產業所需人才而提出的重點短期訓練計劃，但對於根本的基礎研究

人員的培植政策卻一直無法發揮其成效，主要原因之一即在高等教育研發支出的

比例過低。基本上，國內大學對國家和社會在基礎研究人才的培育與提供上，應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台灣高等教育研發支出所佔整體研發的比例，卻遠遠

比不上世界其他發展較台灣更為落後的國家，台灣的 R&D 佔 GDP 比值無疑已進

入科技化國家之林，但在高等教育（不含中研院）研發費用佔國內研發比例方面，

卻呈現相當低的水準（見【表六之二】）。 

【表六之二】歐洲、北美國家、日本與台灣在高等教育研發的比例 

國家 德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愛爾蘭 荷蘭 加拿大 美國 日本 台灣

比例 18.9 19.9 16.7 22.9 27.5 28.8 22.7 15.2 20.7 6.7 

註：HERD/GERD係指高等教育研發經費佔國內研發比例。 

資料來源：曾孝明，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0年 6月），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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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結果 

１、產業重製造輕研發 

因此，在重製造輕研發的產業政策引導之下，我國產業發展的成就係建基於

製造代工型的企業特色上，而首重研發的高科技產業在台灣自然也傾向技術轉移

的代工形態。因此，對於產業未來競爭力的關鍵－研究發展，根據資策會資訊市

場情報中心所進行之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我國一直引以為傲，且為經濟發展主力

的電子資訊業，其平均研究發展投資金額僅居第三2（參見【圖六之三】）。此外，

從民國八十年至八十六年的製造業研發經費佔其營業額比重之年平均值來觀察，

美、日、英、德等國家分別為百分之四、三點五、二點三與四點二，台灣卻僅達

到百分之一，顯見製造業所投入的研發經費明顯偏低3。 

單位：新台幣千元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1999

2000

2001

199960,11823,386324,429720,705127,22862,957107,07748,68846,16363,48760,90386,310

200061,35231,573381,751765,314110,68138,083145,67951,05150,57956,89467,924118,396

200162,92444,345348,878571,038105,51967,214183,39553,464145,92865,360 73,88897,566

化學工

業

生物科

技業

石化塑

膠業
汽車業 食品業

紡織纖

維業

電子資

訊業

電機機

械業

電器電

纜業
橡膠業 鋼鐵業 其他

 
資料來源：資策會，經濟部技術處智慧資本專案，民國 91年 10月，轉引自遠見雜誌，期 198，

民國 91年 12月 1日，頁 295-6。 

【圖六之三】1999-2001年各產業各公司平均研究發展投資金額 

 

                                                 
2 詹文男、葉永泰、楊惠婷，「我國產業研究發展投資分析」，遠見雜誌，期 198，民國 91年 12月

1日，頁 295-296。 
3 梁宏彥，「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台灣研究集刊，期 1，2000年 3月，頁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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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台灣的科技產業屬於一種技術生產業，國內高科技生產業的製程與

量測設備幾乎都是昂貴的進口貨，其中不乏高折舊產品，跨國企業主管或國際學

者咸認為國內科技產業特質在於強調營運效率。因此，減縮空間放置更多設備、

以碩士學歷看管設備、三班輪做、邊生產邊進行廠區設備建置等，都是國內電子

製造業的營運常態4。相當數量的台灣科技產業只願意買技術與設備做代工，而不

願意投入產品研發工作，且數年來並無明顯改變，即使是大公司，心態也毫無差

別5。美國著名的經濟學者梭羅（Lester Thurow）亦曾提及，亞洲四小龍在跨入九

○年代後將很難重演過去成功的歷史，箇中原因便是，企業不思長進，紛紛把生

產基地移到工資相較更便宜的地方，而不願投資在生產技術與產品開發上。因此

我國產業每每須付給國外廠商鉅額的權利金、授權費及技術轉移費等，估計我國

資訊產業每年技術相關支付金額約為十五億美元之譜。 

此外，由於政府政策並不積極鼓勵產業界投入研發，自然造成產業界對於新

興科技的投入意願相對低落。由一項對於國內創投業與上市上櫃公司所作的訪查

發現6，企業在選擇投資標的物時的態度，有超過五成以上的企業係因欠缺對新興

科技產業之瞭解，而影響其投資的意願（見【表六之三】）。但另一方面，其中有

近三成的企業認為政府所提供的相關技術資訊不足，且人才缺乏，因而導致企業

駐足不前。企業已然習於仰賴政府參與經濟運作並代新興產業妥為進行起步前之

準備，直待該產業邁入成熟期，再由企業承接，以降低企業自身風險，且可受到

政策的保護，更可充分坐享獲利的成果。 

【表六之三】企業並未投資新科技的影響因素之意向 

選項 上市上櫃公司 

不懂新興科技產業 54.7% 
投資環境不佳 32.8% 
新興產業及技術的資訊不足 28.1% 
找不到該產業的人才或人脈 27.3% 
政府資源未整合、對政府沒信心 18.0% 
沒看到投入新興科技的企業獲利 12.5% 
難以取得新科技專利 10.2% 
法令障礙 7.8% 
不願提高研發經費比例 7.8% 
資料來源：徐嘉卉，同【表五之四】。 

                                                 
4 曾孝明，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90年 6月），頁 191。 
5 同前書，頁 9-11。 
6 徐嘉卉，「七成五企業相信科技投資是出路」，遠見雜誌，期 197，民國 91 年 11 月 1日，頁 17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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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產業外移 

基於上述的原因，台灣高科技產業欲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即在於尋求低成本

的投資環境，並且向外投資。東南亞國家曾經是我國產業外移的重點地區，但在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在其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遂成為世界各國產業外移的最

佳選擇之一，對台商而言亦不啻為理想的投資地點，且基於文化語言上的便利性，

中國大陸遂成為台商投資選擇的第一順位。 

此外，廠商對於赴大陸投資的態度也是關鍵所在。一項由遠見雜誌針對上市

上櫃高科技業者的訪查結果顯示，有六成二的受訪廠商表示計畫投資地點已選定

為中國大陸，遠遠凌駕於計劃在台灣的投資比重，至於政府極力推展的南向政策，

企業的配合意願則明顯相當低，僅約有百分之八的企業表示投資地點選擇為東南

亞國家7（參見【表六之四】）。 

【表六之四】高科技業者計畫將投資的地區 

國家 中國大陸 台灣 東南亞 美國 其他地區 歐洲 日本 

比例 62.2 38.6 8.3 5.9 4.3 3.1 2.0 

資料來源：蕭維文，「IT去大陸，總部留台灣」，遠見雜誌，期 191，民國 91年 5月 1日，頁 142-150。 

 

 

此外，由於台灣相對缺乏研發人才與勞動力，中國大陸適時提供充足的人力

資源，也獲得台商的青睞。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民國八十九年製造業經營實況調查

報告，受訪廠商中有員工不足問題之業者約占百分之四十五，而資訊電子業則達

百分之五十一，其中勞動力不足的類別主要為技術開發或應用研究人員，比率甚

至高達百分之六十七8。另外，根據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的估計，到民國

九十一年止，台灣的高科技人才將會短缺五萬七千多人。另一方面，根據對上市

上櫃企業對高科技業者就人才登陸看法訪查的結果顯示，現今台灣高科技產業人

力資源的來源有百分之廿四點六的受訪廠商有自國外引進科技人力的需求，其中

自美國引進是最大宗，佔五成以上，其次則是引自中國大陸，約三成9（參見【圖

六之四】），足見中國大陸在人力支援上的重要性。 

                                                 
7 蕭維文，「IT去大陸，總部留台灣」，遠見雜誌，期 191，民國 91年 5月 1日，頁 142-150。 
8 經濟部統計處編，2000年製造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台北：經濟部統計處，2000年4月）。 
9 蕭維文，「IT去大陸，總部留台灣」，遠見雜誌，期 191，民國 91年 5月 1日，頁 14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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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六之四】，頁 149。 

【圖六之四】企業引進人才的來源國需求比重 

 

 

二、以薄膜液晶顯示器產業為例 

政府與產業界對基礎技術研發的輕忽，也導致我國在 TFT-LCD產業發展面臨

困境，並且有逐步向中國大陸市場外移之趨勢。儘管我國相關技術的研發早在八

○年代即已開始，然而卻一直無法將技術開發至產品量產的階段，僅在日本為達

其制衡南韓的目的，而選擇對台灣予以技術轉移之後，台灣才得以憑藉著過人的

彈性製造毅力取得今日的成果；另一方面，卻又倚恃明星產業的光芒，深得政府

優惠政策的關愛，促使 TFT-LCD 廠商常在不合法令規定的情況下得以存續10，足

見政府政策首重製造生產的便利性，也反映出政府的施政較偏重於產能大的產業。 

在政府大力推動 TFT-LCD產業之際，可以看到政府政策相當程度一面倒地傾

向鼓勵該項產業的擴建，除以友達為主的中部科學園區、以奇美電子11為核心的南

                                                 
10 絕佳的例證為廣輝電子受制於環評的影響，儘管廠區已然完善而無法如期生產，卻在總統的一
聲令下，言稱更高的環保標準，地方政府只能期許，不應以此限制廠商投資，而得以迅速通過環

境評估。此外，奇美電子為塑造南科光電園區的榮景，而遊說政府對於欲進駐科學園區的光電產

業廠商的條件降低。見陳泳丞，台灣的驚歎號－台日韓 TFT世紀之爭（台北：時報出版社，民
國 93年 7月），頁 165-6；中國時報，民國 92年 8月 9日，第 B2版。 

11 在政府優惠政策的帶動下，廠商本身對於投資 TFT-LCD的動機便顯出頗受趨勢帶動的影響。以
奇美電子為例，九○年代初期，奇美實業在石化產業面臨發展瓶頸，遂開始考慮轉型投資的可能

性，直至一九九七年，得知其股東之一的三菱化學欲投資彩色濾光片，又在因緣際會下，為人詢

問是否有意願投資該產品，在其董事長許文龍基於市場規模、技術來源，以及對奇美本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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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科學園區12外，民國九十三年行政院宣稱基於帶動地方發展的理念，又加入了宜

蘭科學園區，而其產業的重點也是以 TFT-LCD 產業為主13，由此可知，未來五至

十年的台灣高科技發展重心將從半導體產業轉向 TFT-LCD產業。 

然而同樣地，技術來源亦是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的一大阻礙。以 TFT-LCD產

業而言，多數專利技術都掌握在日韓廠商手中，侵權問題不但是未來韓商對台商

進行市場競爭的利器，也是多年來投入鉅額資金進行研發的日商，藉以回收過去

長期龐大投資的憑藉，對於台灣 TFT-LCD廠商來說，能在短短幾年間陸續進入市

場並佔得一席之地，乃係當初依賴日本技術來源，迅速整廠輸出所獲致的策略性

成功。從相關技術專利的觀點來看，日商所掌握的多數是較為基礎的專利，至於

韓商方面，由於加入量產競爭的時間較台灣早五年左右，所累積的專利甚至可以

跟日商進行交叉授權。 

除產業關鍵技術來源仰賴外援而須付出高額的權利金之外，從 TFT-LCD成本

架構來分析，其材料採購成本佔總成本亦超過五成（參見【表六之五】），其中，

彩色濾光片約佔百分之廿六，偏光板約佔百分之十二，背光模組約佔百分之十八，

驅動 IC約佔百分之十六14。若將自國內採購之原材料成本與進口材料成本相比較，

國內原材料平均僅具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成本競爭力。因此，除了提高原材料內

購比率外，產業外移尋求低廉的生產成本環境，尤其在面板模組的製程階段，將

是面板廠商致力降低成本，勢在必行的策略。 

【表六之五】TFT-LCD成本結構 

項目 材料成本 設備、廠房攤提 行銷經費 人事費 研發、權利金 其他 

比重 51 13 8 6 6 16 

資料來源：洪世章、黃欣怡，「產業、環境與競爭力－台灣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工業的分析」，科

技管理學刊，卷 8，期 1，民國 81年 3月，頁 16。 

 

 

 

                                                                                                                                               
大小的三項考量下，迅速於一日之內決定投資 TFT-LCD產業。見陳泳丞，前引書，頁 120-123。 

12 當年提出的南部科學園區設立計劃，其創設初衷仍是以半導體產業為主，輔以生技產業等，其
中甚至未曾提及過光電產業，可想而知光電產業之所以能成為科學園區積極招募對象的主要原因

之一即在於，該產業在短期內創造過人的產量與產值，才受到政府政策的青睞。 
13 政府正式核定新竹科學園區第五座的宜蘭基地規劃案，初步選定四結、頭城以及南機場土地分
期開發，並擬比照廣輝龍潭達裕園區模式，由政府協助面板廠進駐頭城投資六代面板廠，預計

投資額高達四千億元，以全面帶動光電產業東移。見工商時報，民國 93年 3月 18日，第 1版。 
14 李翠卿，「背光模組沾 TFT的光」，遠見雜誌，期 191，民國 91年 5月，頁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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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 TFT-LCD產業在中國大陸所投資的主要項目為液晶面板後段模組的

組裝量產，對其投資的誘因除在於可就近提供客戶產品需求，以方便接近下游系

統產品（如筆記型電腦、LCD 顯示器）的供應外，主要仍基於勞力成本的考量。

但在群聚效應的誘導下，與 LCM密切相關的零組件廠商，如背光模組、偏光板等，

也陸續前往中國大陸進行設廠，其影響所及將可能帶領另一波 TFT-LCD顯示器跟

進。 

事實上，持續的經濟發展應植基於厚實的研究與開發能力，藉由高科技的研

發及其迅速產業化，而非依賴彈性的商品生產鏈，以及購買專利以獲取短期的利

潤，方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然而，從針對我國產業與科技政策的分析中，

卻明顯看出，政府的政策前瞻性不足，不僅與一般企業生存策略並無不同之處，

反更助長企業僅注重謀求眼下利益而不事紮根研發。 

藉由以展現國家能力為目的之產業政策，政府不僅未因台灣民主化社會力逐

步抬頭而減緩並降低其對產業的滲透，反而持續採取一貫的作為試圖導高科技產

業的發展走向，並確實達到其影響企業的目標，因而導致企業偏好以量產規模來

彌補技術不足的弱勢。在強人領導的時代下，或許可以在短期內達成傲人的經濟

成果與企業效應，但在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時代，政府毫無自知地延續相同的政策

邏輯卻會陷企業發展於不利的境遇。且隨著資訊電子產業逐漸進入發展成熟階

段，產品毛利降低，而台灣又無法適時提供支撐企業維持競爭力的製造環境，企

業出走自然無法避免，產業政策推動企業外移的現象顯而易見。 

三、作為國家能力展現之大陸投資政策的逆轉 

整體而言，我國資訊電子產業，基本依循由低階至高階產品的製造生產、由

一般勞動力向技術人才的徵募、由單打獨鬥進入群聚策略合作的經營管理模式，

循序漸進地外移至中國大陸，並且從一九九五年開始逐漸擴大其投資的規模與設

廠地區。此外，近年來高科技產業到中國大陸的投資額度亦遠遠超出其他產業，

並且已有知名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大陸籌設研發中心，更進一步趨近大陸的市場。 

然而，另一方面，台商的投資中國大陸行為卻對政府政策帶來挑戰。整體來

說，我國政府對於廠商赴中國大陸投資行為採取不鼓勵、有限度限制的態度。八

○年代的關門行為係時處動員戡亂時期，且認定對岸的敵對地位所致；九○年代

抑制政策的極致表現即戒急用忍政策，在資金與項目上予以規範；而民進黨政府

則對原有政策予以鬆綁，並採取積極吸引台商回流的做法以為取代，但仍對特定

項目與相關人才進行審定。然而，自九○年代末，夾於全球化與政權本土化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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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的互相制衡之中：一方面台灣高科技產業的代工模式，導致台灣廠商相當程

度受制於國際資訊大廠的訂單，而必須加深其投資大陸的規模及進度；另一方面，

為保有自身執政的合法性與穩固性，並受限於以經濟成就為其執政基石之思維模

式，促使台商根留台灣遂成為政黨之間角力的場域，不僅國家強化其介入經濟運

作之行為，抑制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做法亦在所難免，政府的大陸投資政策反而凸

顯其產業政策的不適當性。 

綜上所述，我國現階段產業發展仍以資訊電子產業獨領風騷，主要原因仍基

於該產業較易表現亮麗的產值數據、技術容易取得等因素，然而其本身也常受到

產品生命週期過短、投資風險較大，以及經濟景氣波動的影響，加上我國資訊業

又較集中在資訊硬體設備層次，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相當容易受國際市場的影響，

而連帶影響我國經濟整體的發展15。基本上，現今台灣科技發展面臨的困境便在於

經濟基礎架構受制於過去經濟發展所標榜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因此許多經濟

發展的基礎建設與相關的配套措施大致都是環繞著出口與工業這兩大環節。然

而，技術密集產業應有不同於製造業的面貌，進而凸顯出台灣經濟基礎架構的歷

史路徑的僵固性。 

論者以為，同時期所顯現出的台灣政治環境，又強化了此等產業政策的特性。

台灣民主化象徵國民黨對社會滲透與箝制力量的消退，卻不足以論之為國家力量

的退卻，且弔詭的是，社會力量的勃興也在政黨惡質競爭狀況下被消解於其中。「以

成長為優先、以經濟掛帥」的產業政策並未改成全面投入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浪潮

中，反而被恐懼「強大的中國再現」意識所淹沒，更加強國家掌控經濟範疇的最

佳藉口。另一方面，伴隨著台灣民主化而來的政黨競爭，又隱含了對本土文化界

定權力的搶奪，因而形成化約式的政治語言與口號，型塑中國大陸的敵對性與霸

道，而凸顯選舉的民主化又受制於政治力所創造出來的意識型態，再次反映在兩

岸政策的保守性。由產業政策所催促造成的大陸投資熱和保守的兩岸政策之間產

生了矛盾與衝突，因而導致政府對於台商投資中國大陸行為躊躇不前的僵局。此

外，令人不解的是，當政府在兩岸往來的決斷中似乎受制於民意之際，卻又牢不

可破地在經濟發展層面上掌握著民意的走向，凸顯唯有拼經濟的政府才是大有為

的政府，人民反又相當倚賴國家能力的再次展現。 

台灣身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一員，以小國寡民之姿締造過人的經濟

成就，成為先進國家（如美、日等國）資本與技術轉移的最佳地點，並成為跨國

                                                 
15 最佳的例證即為自美國九一一事件之後，所引發的世界經濟不景氣狀態，導致我國經濟整體發
展趨勢也受到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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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製造代工的夥伴，進而以中介的角色向中國大陸進行分工式的投資行為，在

全球生產環節中，台灣的角色儼然被定位為製造代工的角色，因之製造的關鍵技

術是否掌握也許已非政府或企業首要發展經濟的目的。不可否認地，我國產業政

策一方面造就出台灣成為全球生產環節中製造代工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政府卻

又在對外投資上屢屢提出限制台商外移中國大陸的政策，進而產生政策自相矛盾

的現象，影響了產業的發展。而作為發展性國家的台灣，其國家能力的展現亦是

諸多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台灣的例子即顯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亦即政策間的衝

突對國家能力的自主性提出了相當大的挑戰，她所表現的並非僅是政府部門間對

政策的不同意見，而是在政策基本內涵上出現了悖論的情況（見【圖六之五】）。 

 

 產業政策： 推力   
偏重製造成本降低  

促使產業外移中國大陸 
 

    
台灣民主化及 
民主鞏固過程 
政府政策內涵 

    

 大陸政策： 拉力  

產生矛盾

與衝突 

 戒急用忍有效管理  
限制高科技產業赴大陸投資 

  

【圖六之五】我國產業與大陸政策之關聯性 

 

從學術性研究的層面來看，對於台灣高科技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的研究多屬

結果形式的研究取向，即對於已發生的投資行為進行分析，進而提出分工、群聚

效應等經濟或社會學的論述。而本文嘗試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台商對外

投資行為的源流問題，筆者以為我國的產業政策係促使台灣產業必然性外移的促

因之一，只是在極度的巧合下，多數廠商外移的對象國家卻選擇了政府所無法接

受、仍具有敵意的中國大陸，因而導致政府政策間的衝突與矛盾；另一方面，受

到台灣政治體制與政治意識的轉變，政府實無法接受影響台灣經濟前景甚鉅的高

科技產業的出走，轉而更加強政府的政策作為，加之高科技產業本身發展的技術

弱勢，國家能力對經濟層面強勢介入與驅動力也並未隨著台灣之民主化而稍有鬆

懈。本文企圖透過對國家能力論述的角度，來看待政府相異政策之間在執行過程

中出現衝突與矛盾的現象，並且對照政治體制的轉型，發現國家能力藉由政策產

出的手段並未受到民主化而有所轉變。對於從事發展性國家與兩岸關係相關研究

者而言，台灣現象值得吾人深思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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