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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屹立二十年的中小企業 

本章介紹作為研究案例的英閤企業。首先描繪英閤的三階段發展歷史，對

照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歷程有很大程度的相似度。緊接著介紹企業內部的部門

與人員配置，以及企業外部的網絡與全球分工位置，同時也帶出了新移民女性

與中小企業結合的新現象。最後分析英閤企業根留台灣的四個條件。 

第一節 英閤企業簡介 

英閤的三階段發展歷史　 

英閤企業從1987年六月創立，發展至今已歷二十年，其中經過兩次遷廠，我

以遷廠作為分界點，將英閤的發展歷史分為三個時期（見＜表4-1＞）：草創階段

（1987~1991）、成長階段（1991~2003）、與轉型階段（2003~）。最早的時候，

英閤與台灣過去隨處可見的住宅工業混合區內的小型工廠相同，員工以家人、親

戚朋友為主，人數從個位數到十多人，廠房只有50坪大。1991年以後，英閤進行

第一次遷廠，員工數漸漸擴張至50人左右，多數員工已非家人親戚，廠房也擴大

至300坪。2003年，英閤進行第二次遷廠，企業體質有了一番轉變，不但引進自

動線噴塗（某種程度的製造升級，並帶動企業規模與生產量進一步擴張），新移

民女性在此時期開始成為工廠內的主要員工。業務往來也從小工廠時期，透過人

際關係拿到的層層外包的訂單，轉變成現在為大企業代工，成為電子公司的協力

公司。與絕大多數台灣的中小企業相同，英閤企業的老闆也是從草創時期的「黑

手頭家」38，逐漸變成「純頭家」（不參與勞動過程），但是仍掌握企業的最高經

營權。「企業的所有者同時是經營者」這點也與中小企業的特色符合，轉型階段

從公司外部聘進專業經理人擔任副總，則可視為轉型現象之一。 

經過兩次遷廠與擴張，如今英閤是一間資本額新台幣兩千九百萬元，員工150

                                                 
38 「黑手頭家」指的是小頭家本身也參與勞動過程，詳情可參見：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 

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流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 卷，第 2 期，頁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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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的中型企業39。公司的主要業務是電子產品塑膠外殼的面漆噴塗與印刷，

從草創時期的個人電腦、傳統相機，至成長時期的筆記型電腦、語言翻譯機，到

轉型時期的手機、PDA、衛星導航器、MP3，產品愈來愈小型，內含的科技也愈來

愈高階。從英閤所噴塗的產品之演變，我們可以窺見台灣各種電子科技產業的興

衰流轉，其背後隱含著全球化資本主義下的全球生產分工與90年代以後台灣企業

外移的經濟脈絡。 

【表4-1】 英閤發展三階段 

 草創階段 成長階段 轉型階段 

時間 1987~1991 1991~2003 2003~ 

員工數 5~10 多人 50 人左右 150 人左右 

核心員工 家人、親戚 已非家人、親戚 新移民女性 

訂單來源 外包網絡 外包網絡 成為電子公司的

協力廠 

廠房形式 50 坪，住宅與工業

混合區 

300 坪，鐵皮屋工

業專用廠房 

1000 坪，工業區內

四層樓水泥建築 

生產方式 手動噴塗 手動噴塗 

2000 年引進機器

手臂噴塗 

自動線噴塗（主

要）＋手動與機器

手臂 

主要噴塗產品 個人電腦 

傳統相機 

筆記型電腦 

語言翻譯機 

手機、PDA、衛星

導航器、MP3 

 

 

                                                 
39 根據 1995 年經濟部所頒佈的標準：製造業實收資本額在六千萬新台幣以下，經常雇用員工人 

數在 200 人以下之企業為中小企業（于宗先、王金利，2000）。經常雇用員工人數未滿 20 人為小 

型企業，20 人到 200 人者為中型企業（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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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的歷史縮影 

台灣在1960年代納入國際經濟垂直分工體系後，中小企業大量出現，成為台

灣私人企業的主要特徵。其生產型態是勞力密集與加工出口，主要的產業包括：

紡織、成衣、電子、塑膠、鞋類、日用品等部門（李允傑，1992）。1952年，農

業產值佔國內總生產值的36%，1986年降到7%；同時期製造業產值則從18%提升

到47%。紡織業和電子業是這波製造業成長的主力。勞力密集工業所需的勞動力

技術低、可替代性大；加工出口的產品附加價值低，承包業務多為短期訂單，競

爭激烈而風險又大。 

1960 年代中期，冷戰和緩而世界貿易量膨脹，跨國資本開始流入台灣，在

高雄與台中都設有加工出口區。由本地民間資本所支撐的中小企業則分散於全島

各地，工廠分散在城市、小鎮和鄉村，其產品大部分外銷國外市場。有時候他們

像是中介者，將外國公司的訂單轉包給小工廠和家庭代工者（Gallin, 1990）。 

台灣中小企業最大的特色有二：第一、高度外向發展（outward-looking）的

特質。一方面，台灣中小企業有很明顯的外銷傾向；另一方面，自1980年代中期

以後又在海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扮演領先和相對重要

的角色。第二、高效率的產業網絡分工，台灣中小企業發揮專業化優勢

（specification advantage），相互分工對外形成非常具有彈性與競爭力的團隊，這

也是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重要切入點（周添城、林志誠，1999）。 

過去，台灣中小企業的主要利基在於生產成本低，以及生產供應的高度靈活

性與彈性。也因為如此，中小企業在外銷市場上很難獲取超額利潤，亦即其利潤

率甚低。一旦面臨勞動成本、土地成本或環境成本上漲，或者是匯率的升值，就

可能使高度依賴協力合作網絡關係的台灣中小企業無法維持競爭優勢。除了國內

經濟環境的改變外，1980年代後經濟全球化現象益加突顯，跨國資本流動更為暢

行無阻，全球經濟產業分工更為細密。台灣的中小企業絕大多數都是勞力密集型

的傳統產業，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挾其廉價勞動力吸引大量外資設廠生產，其低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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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使台灣傳統中小企業備受威脅與吸引。這正是開啟1980年代中期後，台灣

中小企業大量向海外投資浪潮的主因40。　 

然而，台灣中小企業企業外移，是一種「區域化」發展而非「全球化」佈局，

其生產方式仍是利用他國便宜勞工生產工業產品，再外銷美國等地（王振寰，

1997）。根據經濟部（2003）的統計，我國製造業業者對外投資地區的分佈，以

中國佔77.75%最高，其次為美國占15.93%，第三為香港佔8.26%。其中對外投資

行業，又以投資於電子電機之業者佔39.15%最高。隨著對外投資增加所帶來的產

業結構轉型，外銷佔台灣中小企業的內外銷比例，從1981年的74.8%下降到1995

年的32.5%（周添城、林志誠，1999：p45）。1990年代，台灣產業結構有集中化

趨勢，科技大廠逐漸取代中小企業成為出口主力，1998年大企業的出口值佔台灣

總出口的76.21％，中小企業僅剩23.79%（經濟部1999：p27）。過去，中小企業

是外銷的主力，大型企業與公營企業壟斷國內市場；如今，大企業帶動出口，部

分升級的中小企業成為協力公司，其他則外移至鄰近地區或者倒閉（王振寰，

2002）。 

英閤企業一路從小型工廠成長擴張，至今轉型成電子公司科技大廠的協力公

司，其發展過程可說是台灣中小企業的歷史縮影。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之下，台灣

中小企業普遍面臨「關廠」、「外移」、「升級」的存亡抉擇，英閤也不例外。英閤

兩次遷廠的原因之一都是「廠房空間不夠用了」，為了接更大量的訂單，必須換

一個更大的廠房。然而，遷廠過程並不完全順利，除了人員設備變動必經的暫時

性混亂以外，第二次遷廠更面臨「大環境不佳」的考驗： 

「當時（2002～2003 年）41景氣、時機不好，因為很多企業一直外移。

當時要擴廠的人很少，（擴廠的決定）還被同業看衰。」 

                                                 
40 1980 年代中期開始的第一波對外投資浪潮，以東南亞各國為主要對象；1990 年以後，中國則

成為台灣跨國資本另一個重要的投資據點（龔怡君，2005：p65-66）。 
41 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作為補足話語內容與補充解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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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不佳的原因，是「很多企業一直外移」，其結果就是訂單的流失，訂

單從台灣企業流到去中國的台商： 

「電子公司過去那邊（中國）設廠，他（下游協力廠）也就漸漸移過去

了。」 

「每一間公司的做法不同，有的公司是在台灣設計，初期在台灣試產，

做幾批沒有問題以後，就移過去了。…有些公司做比較成熟的（產品），乾

脆連模仔（模具）都在那邊做。」 

「電子公司外移對下游的這些（留在台灣的工廠），當然都有影響，包

括射出廠嘛。例如筆記型電腦相關行業、周邊的，都會有影響。只要他們那

邊（中國台商）有辦法取代的，這邊（台灣企業）的單就一定減少；如果他

們那邊沒辦法取代的，就是這邊做好，送過去那邊組裝。」 

「…每個行業都會有競爭啦，除了台灣的同業，還要跟大陸那邊競爭。」 

遷廠除了廠房與生產規模的擴張外，也引進新的生產技術。2000 年以前，

技術純熟的師傅手持油漆噴槍對著一塊塊的素材噴漆，這就是英閤所有產品的主

要製程。2000 年，引進機器手臂，大型電視面版、電腦面版的噴塗更加容易。

2003 年第二次遷廠引進花費上千萬的「自動線」噴塗設備，可以說是某種程度

的「製造升級」： 

「robodo（robot，指機器手臂）用來噴電視、電腦這款大型的，自動

線主要用於手機、PDA 這款小型的 3C 產品，…客戶也都要求要用自動線

噴。」 

第二次遷廠除了引進自動線以外，新廠房的內部環境乾淨明亮，有明顯的提

升。頭家曾表明「建立一個乾淨舒適的工廠」是他長久以來的願望之一： 

「當初要移這個廠就是要設計得跟一般噴漆廠不一樣！包括環境啦，一

般噴漆廠攏卡亂啦，卡無清氣（比較骯髒）。…因為現在的東西要求愈來愈

高，現在的設備和環境都要提升。卡早的（以前的）噴漆廠投資可能幾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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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好了，現在不是，一個廠弄到好可能要上千萬。」 

至於環境改善的意義何在？頭家把它連結到企業的競爭力上： 

「…環境客人來看，都是正面的（評價），很少有說負面的。台灣的噴

漆廠環境要比我們好的，很少啦。幾乎（頭家）看過的，沒有比我們好的。

一些國外的客戶來看，甚至說比他們在美國的設備環境還要好。這對業務上

幫助不少。」 

新移民女性的大量加入，也是英閤體質轉型的現象之一。「在中興路時代（成

長階段）『外籍新娘』只有幾個，來到新廠變很多。」，一開始英閤並沒有將聘用

員工的目標設定在新移民女性，但是她們來應徵的人數比台灣人多，而且願意留

下來： 

「她們自動來的，不是刻意要用外籍的。」 

「因為我們這個行業現在的時機就是，客戶若是要求要東西，時間點就

得配合，就是要靠加班，配合度一定要高。所以我們在找人（應徵員工）的

前提就是一定要能配合加班。」 

企業主清楚認知到「現在的時機」是買方市場，所以對客戶的要求「配合度

一定要高」。頭家曾自詡英閤是「服務業」，這種對公司配合度與完成度的自信和

驕傲，的確是企業下苦工的結果，但是其背後反應的正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企

業處於全球生產分工最下游的無奈。面對這種結構性不利，「吃苦當作吃補」的

典型台灣精神就出現了。但是這次出來「接招」的，不是台灣人本地人，而是從

外國來到台灣的「外籍新娘」： 

「台灣人來應徵，加班的配合度不高，很多都是做幾天就離開了。…台

灣人「做袂著」（做不下去）也「留袂著」（不想留下來），所以比例就愈來

愈少。…越南的、泰國的或是印尼的，她們的配合度相對高，因為她們就是

要來賺錢。」 

「（問：為什麼公司裡面越南來的比較多？）我們沒特別挑國籍，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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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配合度比較高…因為她們比較愛賺錢。」 

英閤要從製造業變成「服務業」，主要得靠這群新移民女性的加班配合度。

我們可以看到，對新移民女性配合度高的解釋是：「因為她們比較愛賺錢」，這幾

乎是上至頭家、主管，下至台灣人技術員與作業員的一致看法。 

既然新移民女性成為工廠內的主要且核心的員工，那麼雇主是怎麼看待新移

民女性在工作上的表現呢： 

「其實，外籍新娘管理上不會說難管，是還好啦，主要是語言不通，要

花比較多時間去教。有些東西，教她去幹嘛，她聽不懂啊。…就是一邊做一

邊教，公司也有教育訓練，作業員的水平就會愈來愈接近，對公司的生產過

程也比較能把關。」 

「除了語言稍微不通以外，而語言能力是可以改進的。其他能力與台灣

員工並無不同，看你安怎去給她們教育啦。」 

「什麼人都同款，剛過來都比較好管理，待久了就油條，人都是這樣，

不管伊哪一國啦。」 

既然頭家認為新移民女性的工作能力與台灣人作業員並無差異，所以基本薪

資的基準也就相同：日薪六百，一個月一萬八，另加全勤獎金，有加班費與三節

獎金，每三個月有表現績優獎金，有健保。然而，作業員（無論是新移民女性與

否）一開始進公司都是先從計時工當起（沒有獎金與福利），表現好才能升正職，

領取上述的薪水與福利。由於新移民女性多數尚未取得身份證，因此公司可以省

去每個月 6％的勞退新制提撥金。 

有別於福特主義時代的大量生產大量消費，後福特主義時代的市場供需，傾

向「中批量多樣式」的生產。瞿宛文、安士敦（2003）提出，台灣若要「超越後

進發展」，擴大廠商規模是必要手段之一。英閤從員工 10 多人的小企業演變成今

日 150 人左右的中型企業，就其所處的全球經濟分工結構而言，是否已經達到最

適規模？從頭家的觀點來看，訂單不穩與企業外移讓他對進一步的擴張持保留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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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現在的趨勢也是很難講，目前就是保持這樣不會擴廠，短期內訂單盡

量接。台灣太多東西都外移了，再擴廠的風險也很大。」 

企業網絡與全球分工位置 

(一)電子公司、射出廠與噴塗廠　  

英閤作為專業的電子產品噴塗代工廠，處於電子產品全球生產分工的最下

游。它的上游包括：外國的電子公司42、國內的電子公司43以及國內的塑膠素材

射出廠（見圖4-1）。國內電子公司之中有很多為外國電子公司代工，有部分已經

走向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或是發展自有品牌。英閤的訂單來源

有時候是來自國內或國外大廠的直接指定，部分是與塑膠素材射出廠結合一起去

競標國內電子公司的訂單，還有一些是射出廠下的訂單。拿到訂單後，為了節省

成本，會把簡單的素材與治具的組裝工作外包給家庭代工或小工廠，到小模具廠

開模也比給射出廠開模來的便宜。有時候印刷工作也會外包給專門的印刷廠。 

主要往來客戶：SONY、大同電腦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國際航電股

份有限公司、威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明碁電

                                                 
42 國際上主要的廠商，在筆記型電腦領域包括：Dell、HP、Toshiba、Acer、Legend…等；在通

訊、手機領域包括：Nokia、Motorola、Samsung、LG、Sony Ericsson…等；液晶電視領域包括：

Sharp、Philips、Sony、Samsung、Panasonic…等。這些世界級大廠幾乎都是歐洲、美國、日本的

跨國企業，它們所擁有三項優勢：一、技術專利與產品規格標準；二、品牌知名度與全球銷售網

路；三、企業信賴度和財務運作能力。這三樣優勢是後進國家企業所難及，形成少數跨國公司幾

乎寡佔全球市場的狀況。資料引自劉國棟（2006:p29）。 

43 國內主要的廠商，可以大致區分為八大集團：金仁寶、光寶科、鴻海、華碩、大同、泛宏碁、

明基、廣達，此外還有英業達與神達、台達電與宏達電等較大型的企業。這些企業為世界大廠代

工製造起家，企業集團的營運興衰與獲得世界大廠的訂單多寡息息相關，近年來有部分企業往

ODM 發展，有些開始嘗試發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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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份有限公司、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美商蘋果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瑞

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藍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是英閤在公司簡介裡所展現的往來客戶名單。2006 年 8 月，我進入英

閤時，當時公司裡面有八成的貨都是源自宏達電的訂單。宏達電既做 ODM 又全

力發展自有品牌－HTC 與 Dopod，2006 年推出智慧型手機登上股王位置。英閤

之所以可以拿到宏達電的訂單，一方面是生產技術勝過中國的代工廠： 

「今年（2006）和去年(2005)宏達電都佔我們最大比例。它也漸漸有在

大陸生產（不同機種），有些東西量比較大它也會分給台灣、大陸同時做。」 

「（高階手機的面漆噴塗）中國那邊不是每間（代工廠）都做得很好，

可能有一兩間做的比較好，變成（宏達電）過去的速度沒那麼快。」 

「做細的（細緻）東西，做高品質的，做習慣以後，做它的（宏達電）

東西你很快就能適應；有的（代工廠）若是做粗的東西，要來做它的（宏達

電）東西，初期都會做得不好。」 

根據我在公司內部的實地觀察，為了噴某支宏達電智慧型手機的面漆，初期

試噴 1000 pieces，英閤整個生產線的主管、作業員、噴漆師傅都被弄得雞飛狗跳、

叫苦連天，一點也不輕鬆。公司品管過程剔除的不良品數量幾乎是良品的兩、三

倍，成品出貨後仍然頻頻被打回票。生產流程改善會議一開再開，風扇位置、噴

漆角度、運送過程、除塵方式、檢查次數、人員配置…各種改善方法不斷調整。

大概過了一個月後，生產才算順利，開始進入量產，整個廠「集中火力」的話，

一天可以噴好數萬 pieces。由此可見，高階電子產品的面漆噴塗的確有相當程度

的門檻，英閤在生產技術與品質上仍保持一定優勢。然而，生產技術的優勢並不

是能拿到訂單的保單，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宏達電的智慧型手機利潤率還算

高，所以可以留在台灣生產。頭家對此有清楚的認知： 

「宏達算是比較特殊，他的東西現在利潤還算是很好，所以不必去大陸

去那麼快。等它的產品別人能跟他競爭的時候，他的利潤就沒有那麼高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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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考慮外移。它現在已經漸漸在鋪路了，但是現在重心還在台灣。但是

如果遇到價格戰，別人可以跟他作一樣的品質，他可能外移的速度就會比較

快。」 

由於國內外都有代工廠在爭取宏達電的訂單，宏達電當然樂於讓下游廠商互

相競價廝殺，處於生產分工下游的噴塗廠，無論訂單量、交貨日期、交貨標準、

價錢都必須受制於電子公司，甚至還必須通過「認定合格」： 

「現在的趨勢是電子公司比較有利。如果比較早期來說，噴手機的自動

線比較少的時候，電子公司就來拜託你。價錢就是隨你開，不是電子公司決

定。」 

「現在的狀況就是，塑膠廠（射出廠）找我們（英閤）配，然後去標宏

達的訂單。這些都是宏達認定的合格廠商。」 

「訂單多少不是我們可以去瞭解的，他們（宏達電）要怎麼走咱沒辦法

去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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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英閤企業網絡簡單示意圖 

（二）關係與信譽 

上面談的都是檯上面可以清楚辨識的企業網絡，還有另一種隱微卻極為重要

的企業網絡不得不提，那就是「關係」。大部分台灣中小企業的企業網絡，是建

立在後面這種企業網絡（關係）的基礎之上。英閤總共有四個業務員，其中一個

國內電子公司 

、科技大廠 

外國電子公司 

、科技大廠 

塑膠素材射出廠 

英閤企業（面漆噴塗廠） 

家庭代工 小工廠 印刷廠 小模具廠 

訂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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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業務經理，事實上業務員並沒有在外面衝刺業務，因為頭家認為「『關係』比

業務能力更重要」： 

「一部份攏愛靠朋友相挺，別的地方（噴塗廠）做不行，介紹到我這邊

做。人報的卡緊（比較快），咱自己開發的卡慢。所以比較少業務在外面跑，

公司在市場上的信譽還不錯。」 

「在生意上，關係愛有，接訂單會卡好接。沒那個關係，你想要打進去

一間公司，不好打進去。這間公司的一些重要的人，你有跟他認識、有關係，

你要談會卡緊。你如果不認識，因為有的人，本身就有一些加工廠、協力廠

在，你要打進去他這個（網絡），你沒透過關係很難打進去。」 

「因為很多東西還是人在作主，譬如電子公司的人來看你的工廠，來決

定訂單要不要給你做。在這個過程來說，是人在決定的，他如果跟你的關係

比較好，他就把你判定『OK』！如果跟你比較沒有關係，就給你說『不行』！」 

「除非你做的東西很特殊，他一定要找你做，他就自動來找你做了。若

無（否則）本來你沒有做他的東西，他有量（大批量的訂單）你想要做，當

然你要有關係，打進去就比較容易。」 

「關係」不只是用來拓展業務，如果沒有打好「關係」，可能會帶來惡果。

有一次，技術部課長對我「耳提面命」：「跟上游廠商主管的關係要打好，要『按

耐』，不然成品很容易被故意刁難。」。他回憶 2005 年發生的一個例子：「有一批

貨頻頻被刁難，連續被退了兩個月，廠務部人仰馬翻，作業員天天加班到 12 點，

有時候到一兩點。有的人說身體受不了，有的人半夜回家被老公鎖在門外不得其

門而入，得不到家人諒解鬧家庭革命，一大堆人要離職…」。最後才發現，是因

為有次對方主管來公司想上二樓參觀廠房，辦公室職員不認識這位主管因而拒

絕。就因為無意間「得失」對方主管，導致公司大量的損失與員工的惡夢。知道

原因以後，修補「關係」的方法也很妙，就是「老闆請對方吃一頓飯」。 

「某種產合見過面」、「透過朋友介紹」、「交際場合交換名片、拉關係」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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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關係」的方法之一。頭家自認今日的事業基礎，要歸於三個原因：打拚、

運氣、朋友挺。「朋友挺」說明的就是「關係」的重要性。事實上，「關係」就是

頭家從業二十年來所培養的人脈和手腕，換句話說，他自己本身就是英閤的「超

級業務員」。然而，「關係」要維持的久久長長，還是要以「實力」做後盾，品質

有口碑才能形成信譽： 

「主要還是公司要有一定的商譽出來以後，被人肯定後，在業界有聽過

你這間公司的特性怎樣，他就會比較有信心跟你往來。」 

「只要本身公司的結構夠勇，是人家要來找你而不是你要去拜託人家。」 

（三）一條龍去中國設廠 

頭家有意識到在中國的台商是強勁的競爭對手，但是自己也曾經跑過去當台

商。2000 年在電子公司的邀約下，英閤與其他台灣企業前往中國合股設廠： 

「他們來邀，電子公司作翻譯機，哈電族，早期就在中國設廠，但是周

邊配合廠商品質不是很好，所以就約台灣的射出廠、噴塗廠一起過去，電子

公司、射出廠、噴塗廠三股。…過去中國看兩趟，才跟他們過去。從頭開始

設廠。」 

台灣企業去到中國設廠都是像肉粽一樣綁在一起，經營的模式與在台灣大不

相同，規模也倍增： 

「在台灣大家都是分工，你做模仔，伊做射出，我做噴漆。但是去中國

大家都結合在一起，變成一條龍，變成重複投資。你有模具廠、射出廠、噴

漆廠、組裝廠，伊嘛攏有。」 

「那時候這些行業在上海還不多，但這幾年就設很多了都一條龍，大家

都愈設愈大，重複投資。」 

「一條龍的，好幾間（企業）變一間公司，大的有好幾萬人，小的也好

幾百人。」 

一條龍的經營方式有其優勢，但是在中國經營投資也沒有像別人說的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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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頭家最後因為股東之間的問題退出，在 2006 年將中國的噴塗廠賣給射

出廠的股東，結束在中國的投資，並且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顯得興味索然： 

「一條龍，對客戶來說（比較方便），我東西都給你就好，對你一間。

卡無免運輸轉來轉去，客戶比較不用找很多間，找一間從頭做到尾。」 

「那邊現在愈來愈難做，…（2000~2006 年）中間的主力還是放在台灣，

那邊是股東性質，在台灣的時間比較多。」 

「在台灣做生意很自由，不會政策綁很死。在大陸要很注意，政策有很

多要注意，不然會變漏稅違法。台灣的政府比較不會來跟你囉唆。」 

「…目前沒考慮對外投資，中國對台商的優待也愈來愈少，工資也一直

漲。」 

公司部門與人員配置 

英閤是員工 150 人左右的中型企業，人員編制為：管理部 9 人、業務部 4

人、品保部 8人、技術部 2人、生管課 4人、廠務部 117 人（見圖 4-2）。新移民

女性共 74 人佔總員工數 50%左右，女性泰國移工共 10 人佔總員工數 6.7%左右，

其他為台灣人。就員工的工作性質來看，「坐辦公室的」、白領員工（管理部、技

術部、品保部、業務部、生管課）幾乎都是台灣人44；在廠務部（工廠）裡，新

移民女性和女性泰國移工佔廠務部總人數的 70%以上，但是兩者皆是擔任低技術

性的線上作業員。廠務部裡的台灣人多是擔任主管職或是技術性工作，只有少數

幾人是擔任低技術性的線上作業員。簡言之，台灣人坐辦公室，新移民女性做工；

工廠裡面台灣人當主管與師傅，新移民女性和泰國女性移工當線上作業員。 

                                                 
44 唯二的兩個新移民女性都是在品保部，且都是從中國來，其中的意義將在後面的章節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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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理 

　副總經理 

　廠　 　 　　 　 　務　  　 　 　 　部 

包裝課 噴塗課 

印刷課 
員工數：17 人 
台灣人 11 人 

新移民女性 6人 

薪資：日薪制＋

組裝組 
員工數：26 人 
台灣人 4人 

新移民女性 18 人 

女性泰國移工 4人 

 
薪資：日薪制＋時

薪制 

包裝組 
員工數：22 人 
台灣人 4人 

新移民女性 17 人 

其他 1人 

 
薪資：日薪制＋時

薪制 

手動、機器手臂噴

塗 
員工數：14 人 
台灣人 12 人 

新移民女性 2人 

  

薪資：日薪制＋時

薪制 

自動線 
員工數：38 人 
台灣人 14 人 

新移民女性 18 人 

女性泰國移工 6人 

 
薪資：日薪制＋時

薪制 

管理部 
員工數：9 人

含總經理、副總

全部是台灣人 

 

業務部 
員工數：4 人 
全部是台灣人 

 
薪資：月薪制

品保部 
員工數：8 人 
台灣人 6人 

新移民女性2人

薪資：月薪制

技術部 
員工數：2 人 
全部是台灣人 

 
薪資：月薪制 

生管課 
員工數：4 人

全部是台灣人 

 
薪資：月薪

制 

【圖 4-2】 英閤企業內部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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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留台灣的條件 

英閤為什麼能留在台灣？英閤企業所處的結構，所遭遇的困難，在第二章與

第三章中已經詳細討論，在此不贅述。筆者認為，英閤要根留台灣，必須至少以

下四條件同時存在，缺一不可：一、不斷有更高階的新產品問世。二、電子公司

生產製造「根留台灣」。三、英閤的管理技術與生產技術、良率、精緻度，持續

領先外國的代工廠。四、有適合的勞工。 

第一的條件必須視求全球景氣而定。資本主義下的企業經營目標，莫不以獲

取利潤為己任。企業在全球化競爭之下，以披星載月的科技創新速度，開發出日

新月異的新產品，來刺激消費潛力，這無疑是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然而，一旦

全球景氣衰退，導致世界尖端的新產品開發活動停滯不前，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便會受到影響。2001 年台灣經濟嚐到劇烈的收縮，原因就是全球電子需求下滑

和世界主要經濟體步入衰退期。電子產業的興旺或蕭條直接影響英閤公司訂單的

多寡。 

第二個條件正是台灣國內政治經濟最大的爭議點之一，電子公司的去留也不

是英閤能「操之在我」。第三個條件則仰賴英閤本身不斷的努力，才能在競爭者

的不斷追趕下，持續保持領先差距。 

資本主義生產模式不可避免地面臨一般利潤率下降的危機，科技的進步與生

產全球化更讓這個危機腳步加快，產品利潤率下降的速度愈來愈快，各項產品從

研發、試產、量產到成熟乃至於外移生產的週期愈來愈短。再者，隨著台灣企業

到中國投資增加，在中國的台商企業也成為台灣中小企業的重要競爭對手。早期

中國代工廠的生產品質尚屬粗糙，近來技術日益改善，品質提升的結果讓台灣的

企業備受威脅。我依產品利潤率與外國代工廠的技術良窳畫出兩個向量，我們可

以用產品利潤率下滑程度與外國代工廠技術改善程度兩者之間形成的空間，來理

解英閤的生存空間（見圖 4-3）。 

「a.產品利潤率下降程度」愈大（上面的箭號往右移），或是「b.外國代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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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改善程度」愈大（下面的箭號往左移），都會造成「c.英閤的生存空間」縮

小。如果台灣的電子公司有新研發的產品推出，則 a.往左退，亦即產品的利潤率

尚高使得 c.的空間也加大。 

 

 
【圖 4-3】英閤生存空間示意圖 

註：「a.產品利潤率下降程度」的箭號比「b.外國代工廠技術改善程度」的箭

號粗，象徵 a.對 c.的影響力大於 b.。 

 

其實無論是「產品利潤率下降程度」或是「外國代工廠技術改善程度」都不

是英閤可以掌控的，致力於生產技術與品質是英閤唯一可以操之在我的部分： 

「PC 也好，NB 也好，量大技術成熟，價錢就一直掉下來，他勢必就

得外移。」 

「以我們目前這種設備來說，要接單不是問題。因為我們的條件和優勢

比別人好，如果有問題，是卡在價格上，現在客人也都是以價格為主啊。客

人會比啊，同樣品質為什麼你的價錢比別人高？或者是說，同樣的價錢他當

然要找品質比較好的（廠商）來做。」 

b.外國代工廠技術改善程度 

a.產品利潤率下降程度 

 

c.英閤的生存空間 

　 　技術粗糙 技術改善 

利潤率高 　　 利潤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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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不會完全沒有加工，全部去大陸。企業的重點是看你怎麼去轉

型，譬如說有些東西是比較高難度的，朝那個方向去升級。」 

一如頭家所言：英閤公司的三大核心是「品質、技術、配合」。「品質」與「技

術」的目標無須再贅言，「配合」一方面是指「英閤對客戶要求的高配合度」，另

一方面是指「員工對公司要求的高配合度」。「員工對公司要求的高配合度」就是

英閤能在台灣生存的第四個條件，根據頭家自己在中國設廠的經驗：「中國廠裡

五個勞工的生產力大概等於台灣公司裡一個員工」，其中的關鍵就是「管理」： 

「…管理最重要啦，台灣公司也是有人管理不好的，也是有中國工廠管

理不錯的，看你怎麼管理啦。大陸那邊管理人才較少，所以大部分管理不好。」 

第二節　小結 

英閤作為一個中小型製造工廠，為什麼不像許多類似的企業一樣外移？而

且近年來英閤不但生存良好甚至得以發展擴張，原因何在？本章描繪英閤的二

十年發展歷史，發現英閤企業所呈現的特質堪稱台灣中小企業的「典型」，其發

展歷程也與台灣整體中小企業的興衰流轉若合符節。換句話說，英閤企業與過

去一般的中小企業最大不同點，在於引入大量的新移民女性作為工廠作業員。

那麼，新移民女性的加入是不是英閤能夠「根留台灣」的關鍵因素？本章分析

英閤企業根留台灣的四個條件：一、不斷有更高階的新產品問世。二、電子公

司生產製造「根留台灣」。三、英閤的管理技術與生產技術、良率、精緻度，持

續領先外國的代工廠。四、有適合的勞工。前兩個條件操之在人，英閤作為一

個全球生產分工下游的中型製造廠沒有置喙的空間；後兩個條件可操之在己，

而且這兩個條件與大量新移民女性加入成為生產主力，有很密切的關係。新移

民女性如何成為英閤的核心員工，我已在上一章探討。在下一章裡，我將分析

英閤企業如何進行「管理」，並呈現企業如何運用與維持新移民女性的甘願，透

過階級、性別、國族三個軸線建構出「不對稱相依」的勞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