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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在經濟全球化的討論中，最能彰顯這樣現象的莫過於跨國企業。但是

跨國企業的成長並無法告訴我們全球化的完整面貌。通訊與科技的進步，

讓全球企業加速彼此的交流，其演進的速度之快令人難以想像。其中，全

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成為跨國企業的主要產物，

當然也包括了那些中小企業的跨界聯繫等行為。本章先以全球主要經濟生

產型態的歷史發展作為導言，其次回顧有關的外國直接投資理論、全球生

產網絡與跨界生產網絡的相關研究，最後則歸納出本研究的理論核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跨國企業與外國直接投資跨國企業與外國直接投資跨國企業與外國直接投資跨國企業與外國直接投資 

一一一一、、、、全球生產型態的歷史進程全球生產型態的歷史進程全球生產型態的歷史進程全球生產型態的歷史進程 

全球性的生產型態從 16世紀開始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時期：(1)1600年

~1800年，工業革命前的國際商業(2)1870年~1939年，跨國性商業的擴張

期(3)1950年~1973年，跨國企業與生產跨國化的興起(4)1973迄今，全球生

產網絡時期(Held et al., 1999)。 

工業革命前的跨國性商業行為，傳統上認為是因為通訊基礎較為不

良，使這些貿易公司無法像現在的跨國企業一樣運作，但是其內部的協調

統合水準卻比後來十九世紀末的跨國企業來的優良(Carlos and Nichols, 

1998)。但是即便如此，這些貿易在當時只佔世界經濟活動的一小部份，而

且大部份也多少受到殖民主義的影響。 

進入到十九世紀中期後，跨國性的投資愈來愈多，其中主要以有價證

券投資與國外直接投資為主。十九世界早期，海外投資傾向於原料部門，

到了中期已經逐漸往製造業開始移動，在十九世紀結束以前，海外投資已

經伸展到農業方面，將國外投資投入到大農場與大牧場上(Held et al., 

1999)。在這段期間，跨國企業剛開始投資是集中於獨立的公司，海外子公

司並非國際生產網絡的一部份，之後通訊與運輸的改善，才加速了企業自

總部控制國際生產的過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國企業的流動更加快速並躍升為世界經濟的主

體，跨國企業佔了世界出口的大多數，全球生產和分配網絡上出現了生產

跨國化的現象(Held et al., 1999)。國際生產的模式中，反映了全球生產的複

雜化，戰後初期以原料為主的跨國企業，到現在以製造業為主的跨國生產，

當國際生產過程的主要角色轉變為外包公司與子公司的時候，也代表跨國

企業藉由內部貿易創造出一種新的國際分工，跨國企業選擇低生產成本或

特定優勢的區位，也同時驗證了 Dunning所提出的折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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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代表公司與公司之間生產與分配的跨國組織愈

來愈成熟，國際市場因為存在著缺陷，所以跨國企業才會透過內部或公司

網絡，而不是市場關係來組織他們的經濟活動。而高度競爭的環境與創新

研發的技術，透過資訊的交流，已經促使買賣雙方在全球生產網絡下構成

一個跨國界的生產與分配的網絡。綜合上述，可將全球性生產型態的四個

時期整理如表 2-1所示。 

表 2-1  全球生產的歷史型態 

 1600-1800 1870-1939 1950-1973 1973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擴張範圍 
主要以亞洲、非洲

和北美洲為主 

在歐洲、北美洲與

主要的初級產品

出口國 

以工業化經濟體

為主，也有在發展

中經濟體的趨勢 

幾乎在世界上所

有國家活動，形

成全球性的網絡 

強度 
佔世界經濟體一

小部份 

屬於初級產品生

產國的投資比較

重要 

以製造業為主 

跨國企業支配世

界貿易，佔四分

之一的世界產出 

移動速度 低 
生產速度相對快

速 
中等 

生產速度快速，

足以和全球競爭 

影響 影響程度較小 
對初級產品比較

重要 

初級產品與工業

產品 

影響除了上述

外，還包括遍及

全球移轉能力的

增加 

基礎建設 
運輸系統的基本

通訊 
國際電報 

電信傳播的創新

改良有助於實質

整合組織 

傳真、電子郵件

的發展允許了大

量的即時通訊 

制度化 
在帝國的監督下

運作 

對國際商業門戶

大開的體制 

開放的體制，不過

各國皆不同 

自由化跨國企業

和國外投資流

動，開放的體制 

層級化 
依據帝國強權在

帝國疆域內運作 

主要運作來自重

要的經濟體 

製造業的跨國企

業起初由美國主

導，再由其他國家

持續運作 

主要的來源包括

歐洲、日本等重

要全球經濟體，

將生產擴散至亞

洲等新興經濟體 

不均衡度 

不均衡度高，投資

只限在關鍵性部

門 

主要以全球南北

分工為主 

工業化經濟體中

的國際商業和投

資增進聯結，低所

得經濟體則投資

比較少 

仍然集中在工業

化的經濟體中，

但出現一些新的

全球分工 

資料來源：Held et al. (1999)，pp.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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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外國直接投資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發展歷程發展歷程發展歷程發展歷程 

根據林彩梅(1990)對於多國籍企業的研究，認為直接投資理論可概分為

五大類，而楊昭君(2004)則是針對國際直接投資大致的基本概念將理論分為

十大類，本研究將兩人的觀點整理如下： 

1.投資報酬差異假說(rate of returns hypothesis) 

資源的不可移動性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重要的假設之一，但若是放

棄這個假定，那麼資金會從低報酬率的地區流向高報酬率的地區。林彩梅

(1990)認為這樣的假設很符合五十年代美國往歐洲投資的現象，但她同時也

認為該假說以報酬率的不同導致資金移動的說法，並不區分直接與間接投

資，是理論上的缺陷。 

2.產業組織理論(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pproach) 

產業組織理論是由 Hymer(1976)所提及，該理論看重對外投資廠商爭奪

市場的行為，當一個廠商擁有某些無形資產，而這些資產又無法以專利授

權，或直接出口方式以獲取最大利得的時候，對外投資就成為廠商獲利的

最佳方式。由上述可知，既然這類投資以爭奪市場為目的，則地主國市場

的大小就成為決定投資的重要因素。 

此外，Hymer 亦認為企業對外進行直接投資，顯然與當地競爭者相比

會面臨一定的附加成本，例如因遠離公司本部而造成的通訊與運輸支出、

地主國政府對國內廠商與外商實行差別待遇引起的支出增加、文化、法律、

制度和語言差別以及缺少當地市場知識所引起的成本增加。因此，對跨國

企業來說，具備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優勢，才是其對外投資的主要原因。

而這些優勢可以包括：技術優勢、管理優勢、組織優勢、經營範圍與經營

空間上的優勢。 

3.產品循環理論(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產品循環理論由 Vernon(1966)所提出，他將產品的週期分為三個階段，

在創新期，產品尚未定型因此成本也比較高，所以多在高所得的國家發明

出來，然後生產銷售。到了成長期，國內外市場擴充很快，由於這階段的

生產成本取決於勞動成本，因此會尋找工資低的地方進行生產，便形成了

對外投資。最後則是隨著產品日趨標準化，企業便會移往工資更便宜的地

方生產，或者還會使得原來的生產者退出該產品市場。 

4.要素稟賦理論 

Kojima(1978)提出要素稟賦理論：當國內生產條件發生變化，部分產業

喪失國際競爭力，轉而投資到開發中國家，利用其低廉的勞動力及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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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以生產。Kojima研究日本企業後認為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具有幾個特

點，首先投資產業在當地具有比較利益，大多屬中、小規模企業，非生產

高科技產品，投資動機在確保農、林、礦等天然資源供給的情況與條件。 

5.內部化理論(internalization theory) 

內部化理論是指在企業內構成供需，建立生產網絡與擴大市場，由國

內成長為國際的過程。(林彩梅，1990)因此，跨國公司利用在世界各地建立

產業分工生產網及國際市場行銷網等，有效性的利用企業內分工體制，達

到高效率的規模經濟生產方式。如果市場存在不完全性而使得企業擁有壟

斷優勢的情況下，由於產業特殊要素(如產品的特性、外部市場結構和規模

經濟)、地區特殊要素(即地理上的距離和文化差異)、國家特殊要素(即政治

和金融要素)、企業特殊要素(即管理的專門知識)等原因，需要將國際企業

內部化以利本身的優勢存續下去(楊昭君，2004)。 

6.區位理論 

楊昭君(2004)認為區位理論主要基本觀點是，市場的不完全性不僅存在

於一國市場，也同樣存在於國際市場。由於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導致各國

間的市場差異，在生產要素價格、市場規模、市場競爭強度、資源供給等

方差距較大。當本國以外的市場較之本國市場為企業的發展和獲利提供了

更好的機會，就會產生對外投資的吸引力，而各國政府的政策、社會政治、

經濟和文化、自然地理因素也是造成國際市場不完全性的主要因素。 

7.折衷理論(eclectic theory) 

由 Dunning(1981)所提出，他認為廠商對外投資需要先有兩種優勢，即

所有權優勢與內部化優勢，前者指的是廠商所擁有某些獨特的無形資產，

後者指擁有這些資產的廠商以內部化的方式來賺取的利得，會比直接進入

市場來得多。在上述兩個條件下，投資者要前往哪一個國家，就取決於第

三個因素，也就是地主國的區位優勢。因此 Dunning提出折衷理論顯然是

加以綜合集大成的理論，然林彩梅(1990)也認為該理論本身無法直接引伸出

一些可驗證的命題，是其一大缺點。 

8.產業網絡理論 

近年來網絡的研究對於廠商的對外投資和其他的國際活動的影響已逐

漸受到經濟地理學者的重視。傳統對外投資理論認為是大型企業企圖在海

外發揮其專屬優勢的行為，網絡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不過是廠商企圖和國

外網絡建立連結的行為(楊昭君，2004)。Anderson et al.(1994)則指出企業網

絡通常是指二個或二個以上的企業相互連結而成，當一交易關係伴隨另一

交易關係相互聯繫時，網絡聯結就會產生。透過網路內企業間之生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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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研發等各項資源整合，將可使企業更為有效率的執行國際化。廠商進

行海外直接投資時，通常會在國外網絡上建立新的關係，至於投入資源的

多寡與類型，則視該廠商在母國建立的國內網絡關係而定。周素卿與陳東

升(2001)就指出台商在投資東南亞的跨界治理型態方面，協力生產網絡的全

面移植或是單獨前往投資並與當地廠商建立起網絡都為跨國投資的型態。 

除了上述的理論發展外，Dicken(2003)則進一步將跨國企業組織的空間

型態分為四類(圖 2-1)，每種類型皆顯示市場範圍與生產分工的不同特性。 

類型名稱類型名稱類型名稱類型名稱 空間型態空間型態空間型態空間型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全球集中

生產型 

 

所有的生產集中在單一的地理空間，依賴跨國企業的

行銷網絡出口至全世界的市場。 

母國市場

生產型 

 

此種生產型態是為了提供母國市場或在地市場，沒有

跨界的銷售行為。 

全球或區

域市場的

生產專業

化 
 

利用不同的要素稟賦條件，選擇適合的區域設立生產

單位。每種生產單位只生產一種產品，個別廠商因為

規模經濟，都偏向大型工廠。而此種型態，是為了服

務區域或全球市場。 

跨國垂直

整合型 

 

 

代表每個生產單位透過不同的生產鏈結，以跨界的方

式提供，各工廠具有一定的投入產出關係。 

 

 

 

每個生產單位具有生產獨立運作的特性，並透過產出

的物流運籌，運送至最終的裝配工廠成為最終商品。 

圖 2-1  跨國生產地理空間型態圖 

資料來源：Dicken(2003)，pp.215，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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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外國直接投資相關研究外國直接投資相關研究外國直接投資相關研究外國直接投資相關研究 

全球化的時代，各國莫不以吸引跨國企業投資為要務，在全球在地化

的過程中，FDI 所帶來的影響，除了引入資金外，同時亦會帶動本土產業

的發展、落後地區主領產業的形成，並帶動區域的經濟成長(Kinoshita et al., 

2002；Tuharsky et al., 2005；杜江等，2004；彭新萬，2006；陳自印，2006；

李吉雙等，2006)。中國大陸在 1980年代開放以來，由於成本低廉與市場

廣大等因素，大量吸引外資進入，因此研究的學者亦相當多。而事實上，

FDI 大量湧入中國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成本與市場的因素之外，Tao and 

Chen(2005)、吳德進(2006)等學者認為其前提條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與

國際產業的轉移。產業要聚集必須要有幾個前提，諸如資本能快速集中、

組織制度的開放等，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經濟比較開放的幾個地區，如珠

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亦正是產業聚集最快的地方，這樣的現象，亦帶動了

FDI 流入該地區。此外，國際產業的轉移，相對地代表了跨國企業趨向區

域化與高度專業化，因此一家重要的核心跨國企業進入中國投資，往往會

帶領著其他周邊的企業一同進入中國大陸，形成 FDI的更快速累積。 

至於在 FDI的表現上面，大部份的研究都認為 FDI可以為國家帶來更

高度的經濟發展，陳自印(2006)認為 FDI 對中國帶來了經濟上 GDP 的成

長，並引發了短期的需求拉動與長期的供給效應。杜江等(2004)則是進一步

研究中國各地區的 FDI 後發現，FDI 越多的地區，其經濟成長越快，因此

FDI與經濟成長更是劃上了等號。吳先華(2006)的研究亦顯示 FDI越來越重

視該地區的市場經濟完善程度與當地市場容量，這與 Coe et al.(2004)所認為

的「區域資產」是相同的觀念，也就是說，吸引跨國投資的前提，很重要

的一點是該區域必須先具備有良好的條件，梁琦(2004)認為產業群聚與產業

的關聯程度絕對是吸引 FDI 的主要驅動力，亦為影響外商投資區位的因素

之一。因為 FDI 不可能進入到一個貧困的地區幫忙改善經濟環境，但卻可

能進入到一個已經有產業群聚的地區來更加速區域的經濟成長。不過也有

學者認為 FDI的投入，反而造成區域的極化，更加深了經濟的不穩定(毛敏，

2005)。 

除了區域經濟的影響外，FDI 對於技術層次亦會有所影響，冼國明等

人(2005)的研究發現外資企業會對產業的技術創新產生正面的影響，並且更

進一步的發現國家內部非外資企業的技術創新會更激發外資企業的創新，

形成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技術創新過程。李曉華(2006)亦指出，自由競爭

才是促進市場結構與跨國企業技術轉移的重要方式。然而，閻敏(2006)提出

不同的看法，該學者認為中國大陸不斷引入外資，雖然是要為國家引入更

高的技術水平與管理方式，但必須限定外資的投資方式，也就是說外資若

是以獨資的方式進入國家，對於技術的轉移是相當有限的，必須以合資的

經營方式，才能對產業的技術產生一定的創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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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FDI 的進入，亦會影響到產業群聚的發生，雖然我們可以說一

開始的 FDI都不是以促成產業群聚為目標，但毫無疑問的是，大量 FDI流

入的結果卻常常促成了特定產業的群聚現象。Birkinshaw(2000)認為，FDI

對於群聚的影響，事實上還得取決於這個產業的動態性(dynamics)，也是說

某個產業在演化過程的不同階段，也會影響到 FDI 進入的意願。因此，若

從全球供應鏈的角度來看，產業集群的形成，亦可以被解讀成跨國企業基

於全球化競爭壓力，而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具體表現，即透過投資在某些地

區，吸引了一連串的相關產業跟隨，而形成的國際化產業群聚。而這樣的

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大部份企業都是以「跟隨客戶」的原則為主，所以當

核心的企業投資到某一地區的時候，就會跟隨著一連串的企業過去，因此

形成產業的群聚。Head et al.(1994)就以美國對日資的影響為例，發現了日

商在投資美國的時候，主要還是跟隨著美國本地的製造商，也就是說美國

的製造商在哪裡，日資就會往哪裡走，同時，日商也會受到先前投資者的

影響，而影響到他們投資的意願與地區，這就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

的過程。 

相較於中國大陸 FDI的快速累積，台灣近年來的 FDI呈現比較波動的

趨勢(白仁德等，2007)，以台灣來說，日本企業對台灣的投資在台灣產業發

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劉仁傑(2001)即認為日本對台投資歷經三次盛

況，第一次發生在 60及 70年代，當時日本企業來台的焦點放在廉價的勞

力，第二次則發生在 80年代，日本企業以其支配性技術鎖定台灣市場，第

三次則是在 90年代，日本企業來台主要利用台灣高科技製造業的優勢背景

發展。在這樣的趨勢中，日本企業投資台灣除了最初的勞動力便宜之外，

亦由於台灣的自由化措施，使得日本在台投資的範圍逐漸擴大，投資也迅

速增加。蕭峰雄(1992)則認為日本在台灣投資自 1980年代中期由於對外人

投資服務業的限制逐漸減少，使得日本對台投資於服務業的比重迅速增

加，但其重心仍然在製造業上面。 

對於日本企業投資的方式來說，吳青松(1999)的研究指出日本跨國企業

的海外直接投資方式較多樣化，通常是提供技術、資金、設備或勞務等，

但有的雖無實際持有所有權，但其對所投資公司擁有實際控制權。而最重

要的是，日本企業通常為避免與地主國磨擦，以使國際企業海外投資順利

發展，因此其海外投資有 80%以上為合資型態。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FDI理論背景的發展，早期如 Vernon(1966)的產品

循環理論、Hymer(1976)提出的產業組織理論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pproach)，到了 1970 年代末期，Dunning(1981)提出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將 FDI 的投資動機更明確地指出是因為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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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區位優勢所造成的結果。然而，針對過去的文獻，似乎只能指明 FDI

的投資動機，以及其對於區域經濟發展或是創新的功效，大部份的研究亦

多以跨國企業的區位因素來考量，但對於跨國企業進入到某個地區後的演

化或是改變卻甚少著墨。本研究認為造成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在理論上缺乏

廠商外部以及內部權力關係與社會鑲嵌的結合，因此本研究亦將針對上述

理論的缺失，以外商投資台灣地區在不同時間點上的改變作為分析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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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理論理論理論理論與跨界生產與跨界生產與跨界生產與跨界生產 

一一一一、、、、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價值鏈(Value chain)與網絡與網絡與網絡與網絡(Network) 

價值鏈(value chain)這個概念已經在產業經濟以及商業經濟中有很長的

一段歷史，王緝慈(2001)認為早在 Walker分析生產系統的地理組織時，就

已經使用了「flière」來表達「技術相關活動的聯繫」。此外，Storper(1997)

使用「商品鏈」作為分析全球技術區的基礎，Dicken(1998)則用「生產鏈」

的概念分析全球生產系統的地域結構，Porter(1990)則以經濟模型為導向的

「價值鏈」作為分析工具。 

Porter所提出的「價值鏈」，就是將經濟活動依照不同生產階段，從上

游至下游分工產生連續性與垂直的互連結構，強調各階段的投入與產出能

增加具有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以支持其最終需求。而 Dicken所提出的「生

產鏈」概念，則重視在某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過程中能增加價值的一系列

相互作用，依照機能的不同將生產活動連結起來的集合稱之。並且每一活

動過程，需依靠不同的技術投入、運輸、通訊加以串聯，透過企業組織的

協調、合作與控制，鑲嵌在特定的金融體系中，形成一個完整的生產網絡

系統。因此，生產鏈與價值鏈理論的差別在於更強調生產活動中各階段作

用者間的互動關係(楊道寧，2005)。 

然而，由 Porter所發展的價值鏈的概念缺乏了下述幾點的觀察：1.侷限

在廠商本身的關係而不注重廠商之間合作的力量，2.缺乏廠商基礎活動的制

度背景與影響力，3.鑲嵌的價值鏈中缺乏領域治理的討論。也就是說，Porter

雖然比較完整的討論到「鏈」的概念，但是仍然缺乏廠商之間關於互動、

權力運作、治理等概念的加入。 

對於早期有關鏈的討論中，最重要的就是 1970年代由法國經濟學家所

討論的「flière」的概念，這是一個為了創造出一種對於生產與分配系統上

更具有結構性的經濟過程所定義的概念。這個概念的起源是想將商品間的

流動予以圖形化(mapping)，並且可經由上述方法予以了解在「flière」下的

個別行動者與其活動內容。雖然，「flière」對於經濟分析的方法提供了個

別行動者在系統中的定位，然而這樣的方法卻只注重大型廠商與國家的個

別行動者(Henderson et al., 2002)。 

而近年來最常被使用的鏈的概念，莫過於 Gereffi的全球商品鏈的概念

(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這個概念著重在全球生產組織「動態」的

過程，其貢獻在於明確地指出全球生產系統中對於跨界(cross-border)、廠商

間交易以及他們之間關係的發展程度，這樣的概念打破了原有均衡靜止的

空間關係，並且建構出一個較新的產品組織型態。Gereffi et al.(1994)將 GCC

予以分類成生產者驅動 (producer-driven, PDCCs)與買者 (buyer-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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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CCs)驅動來解釋全球生產鏈的現象，他認為 GCC應該是一種商品或產

品、有關的家戶單位、企業、以及國家乃至整個全球經濟體下的互動組織

網絡的群聚，這樣的網絡是種特殊的情況，有社會以及當地的整合，並在

經濟組織上以既有的社會鑲嵌所形成的。 

依據 Gereffi et al.(1994)所定義之 PDCCs與 BDCCs，前者通常是指跨

國公司或其他大型的、整合型的企業體，因此主要以垂直整合型的產業為

主，例如汽車與半導體產業。而後者由零售商、自有品牌設計商在分散的

生產網絡中扮演關鍵的整合角色，因此通常是勞力密集的產業，例如成衣、

製鞋與消費性電子產品。因此，PDCCs在地理上的分布是相當比較具有跨

國界的特性，零件在國際之間轉包的情況很普遍，BDCCs由於不屬於生產

者，所以主要從事設計與行銷，依賴層層轉包的網絡管理在生產網絡中的

各個部門能夠確實執行他們的工作。 

然而，Henderson et al.(2002)認為 Gereffi的概念會造成一些問題，因為

其後許多對於 GCC的研究將其重點放在現有的商品鏈上，然而卻難以重建

整條商品鏈的歷史架構，因此無法將商品鏈上的社會關係形塑在某個時間

點上，因此無法加強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論點以及建構商品鏈本身

發展的結果。此外，GCC對於廠商所有權的重要性常被忽略，因此有必要

進一步了解廠商所有權在經濟以及社會進程作為的關鍵因素。最後，商品

鏈所關聯的不只是不同區位的廠商，也包括了在國家層次上的特殊社會與

制度背景，商品鏈的架構反應了廠商在商品組織以及任何區位的結構需

求，因此廠商難以擁有獨立的策略。除非能夠了解廠商之間對於社會制度

的網絡關係，或是將不同的福利制度予以具體化，否則將難以理論化。 

由此可知，鏈的概念從早期的發展到現在，雖然有不同的觀點對於不

同的現象作觀察並提出基礎理論，但真正缺乏的還是對於廠商或產品背

後，有關制度或是社會背景所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說，一直以來有關於鏈

(chain)的發展，缺乏了鑲嵌(embeddedness)與組織的概念使得始終無法完

整。 

產業鏈的發展到了最後，為了使彼此的關係更加密切，擁有更多的合

作關係，會不斷在地理空間上形成一種群聚(cluster)的現象。然而，經濟地

理學常提到的群聚，若是成員內部並沒有任何的合作交流時，頂多只是一

種地理空間上存粹的聚集(agglomeration)而已，但實際上彼此的產業關聯卻

是處於離散的狀態。也就是說，當內部成員透過產業鏈的緊密合作，透過

網絡組織的互動共享資源與優勢的時候，群聚的競爭力才會展現出來。 

早期研究網絡的學者，主要是以社會網絡的概念為主。Granovetter(1973)

提出了弱連結的假設，他從相互接觸的頻率來計算連結的交流程度。若以

弱連結為主要的網絡建立起來，其網絡組織雖然較為寬鬆，但卻有利於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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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採納外部新的思想和工作方式。因此弱連結通常也比較適合於不確定

性大、技術更新快、風險性較大的網絡組織。 

陳繼祥(2005)則根據群聚內部行為主體之間的重要性與緊密性，將此種

網絡組織的作用機制分成三種層次(如圖 2-2)。第一層是企業與上下游的供

應商、買方、競爭企業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第二層是企業和研究機構、地

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訊息的交流與傳遞；第三層則是群聚內部行為主體

特別是與外部環境的交流和互動。 

互
補
企
業

中
介
機
構

供
應
商

金
融
機
構

競爭企業

地方政府

外部環境

客戶買方

研究機構

核心
網絡

輔助
網絡 外部

網絡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第三層網絡作
用機制

第一層網絡作
用機制

第二層網絡作
用機制

 

圖 2-2  產業群聚網絡作用機制圖 

資料來源：陳繼祥(2005)，pp.79 

第一層的網絡結構主要是企業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可以稱之為核心網

絡。第一層的企業網絡組織希望能藉由面對面的交流加深對方的理解，因

此地理的鄰接性為企業面對面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第二層的網絡行

為主體則包括了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等，他們雖然不是直接生產的單位，

但是為核心網絡的企業提供技術、資本、人才等，因此又稱為輔助網絡。

至於第三層網絡作用機制則主要是群聚中核心網絡與外部環境的互動，包

括了外部的企業、研究機構等，構成群聚的外部網絡而與內部網絡發生關

係。 

類似的研究中，Sturgeon(2001)進一步將價值鏈與生產網絡中的行動者

成員予以明確定義如表 2-2 所示，Sturgeon將廠商分類為幾種不同的行動

者，包括整合型的廠商、統包廠商、協力廠商以及零售商，而各種廠商在

網絡中分別被予以不同的功能定位，亦有助於本研究後續分析中對於廠商

角色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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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價值鏈與生產網絡中的行動者 

行行行行動者動者動者動者 活動範疇活動範疇活動範疇活動範疇 其他名稱其他名稱其他名稱其他名稱 

整合型廠商 

生產決策 

產品設計 

製造 

組裝 

市場銷售與分配 

現代化企業 

零售商 
銷售 

附加價值與系統整合 

批發商 

附加價值經銷商 

統包廠商 
許多複雜的部門與服務 

R&D 

OEM提供者 

第一層生產網絡供給者 

全球供應者 

協力廠商 
不連續性的部份 

(許多部門與服務組成) 

較低層級生產網絡的供給者 

專業化供給者 

轉包商 

資料來源：Sturgeon(2001) 

二二二二、、、、全球生產全球生產全球生產全球生產網絡網絡網絡網絡(GPNs)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經濟全球化帶來生產部門空間變遷的關鍵，工業技術的大幅革新帶動

生產模組化和片段化的發展趨勢。Sturgeon(2002)將其稱之為「模組化生產

網絡（the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來彰顯專業化的生產流程，並減

少跨部門的聯繫。根據前述鏈與網絡的觀念，Sturgeon(2001)認為鏈(chain)

的概念勾勒出垂直的商品與服務結構，而網絡(network)的概念則是更強調

廠商之間互動關係的本質與程度，而將一整群的廠商(set of firms)帶入更大

型的經濟體中。事實上，以鏈的觀點來看來生產活動的時候，其最大的缺

點在於垂直並且線性的概念，而不是像網絡有著錯綜複雜的水平式的經濟

活動。因為這個原因，網絡分析可以提供一個對於生產系統較完善的了解。 

Dieter Ernst(2002)認為 GPNs結合了廠商間與跨國界的價值鏈，並且是

一種整合各種階層的網絡參與過程。Ernst and Kim(2002)進一步將 GPNs的

驅動因子 (driving force)加以說明，他們認為廠商之間會從跨國企業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轉變到全球網絡旗艦(global network flagships)有

主要有三個原因：分別是自由化、資訊科技以及競爭。其中在自由化的原

因中，包括貿易自由、資本流動的自由、FDI政策的自由以及企業私有化。

而資訊科技的進步，則是促成全球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降低了市場的成

本與風險，也讓全球市場更加一體化。競爭的因素則將廠商的視野擴大到

全球市場，廠商不再以國家疆界為其目標，而是必須將所有的商業活動拓

展到全球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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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 et al.(2002)將全球生產網絡予以架構化進行經濟分析，他們

認為 GPNs包含了全球的、區域的、以及地方的經濟與社會面向，其面向

牽涉到許多全球經濟型態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網絡不只是

整合廠商間的關係而已，也同時整合了國際間的經濟行為。因此從 GPNs

的架構中可以明確的認識到廠商、政府以及其他經濟行為者對於不同社會

行為所有的不同優先順序，例如對於利潤、成長、經濟發展等概念，當然

也對於生產網絡的「領域」概念有了新的啟發。而事實上，他們更認為在

GPN的觀點提出後，會更直接引起許多注意。諸如牽涉到研發、設計、生

產與市場行銷的廠商網絡，或是如何在全球與地方上組織的行為、對於網

絡協力合作權力的分配、勞動技術的重要性等。 

Coe et al.(2004)則是批評了 Gereffi所提出的 GCC的觀點，認為這樣的

概念缺乏空間觀念，使得跨國企業如何將生產組織整合在區域空間中的重

點被忽略。因此他們將重心放在全球生產網絡與區域資產的策略性耦合的

過程(strategic coupling)，他們認為區域發展主要由這種策略性耦合的能

力，促進價值創造、增強以及獲取的過程。而這樣的關係可能是在同一國

家內，但主要發生在國際之間。因此他們所提及的區域不是在原有的疆界

上，而是被許多網絡關係橫跨的範圍。 

Coe et al.(2004)所提出區域資產(regional assets)的概念，是結合了區域

內特有的技術、產業組織型態和領域性(Storper，1997)，三者的基礎與轉變

則和區域內政府機關、勞力和商業組織等區域組織相關，長久來說會對區

域資產產生根本性改變。而這些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往往表現在區域內價

值的創造、增強和獲取。因此，一方面區域組織因其與區域資產間存有互

利關係而提升特殊的區域資產，有助於高附加價值生產活動；另一方面，

區域組織可以透過投入於發展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進一步刺激價值的強

化。因而觀察區域發展和全球生產網絡耦合過程，地區內特有技術形成、

產業組織型態、地理鄰近性領域內的特徵，都是需要透別關注的(邊泰明

等，2006)。 

因此，根據 Coe and Hess(2006)整理有關全球價值鏈與全球生產網絡的

文獻後可以發現(見表 2-3)，全球生產網絡較重視價值、權力與鑲嵌的架構，

不只是侷限於理論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空間上進行分析，而這樣的

分析又牽涉到每一個網絡中成員的角色，因此衍生出行動者網絡理論(ANT)

與 GCC及 GVC的分析方法。同時 GPNs將分析尺度擴展至三度空間中，

融合了 GCC與 GVC針對全球產業組織與部門之間產業變動的結構分析。

總而言之，GPNs欲了解產業的動態性以及廠商在區域間權力、價值、鑲嵌

等構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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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價值鏈與生產網絡的理論比較 

 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GVC) 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GPN) 

研究目標 全球產業中不同部門的組織 經濟地理的關聯 

起源概念 

附加價值鏈 

治理模式 

交易成本 

產業升級價值剩餘 

價值增加、增強與獲取 

組織與集體行動權力 

社會與領域鑲嵌 

後續影響 
國際企業 

貿易經濟 

GCC與 GVC分析 

行動者網絡理論 

資料來源：Coe and Hess (2006) 

在 GPNs的實證分析上，Henderson et al.(2002)將 GPNs在結構上分為

三大面向 (如圖 2-3)，分別是價值 (value)、權力 (power)與鑲嵌

(embeddedness)。他們認為最初的價值創造是藉由被合併或吸收到 GPNs

中，經由不對稱的關鍵產品或技術過程、特殊的組織與管理技巧、建立市

場上的自有品牌等方式創造出來，而這正牽涉到了生產網絡內部或外部本

質上或範圍上的技術轉移與在網絡內吸引供給者與轉包者以利改善生產技

術的品質的過程。 

此外，領導廠商在 GPNs中具有影響決策與資源配置的權力，因此當

權力在生產網絡處於不對稱的情況時，次要的廠商若是擁有足夠的自治能

力去發展自行的策略的話，便可升級自己的作業過程，亦可透過合併到生

產網絡中來改善他們在 GPNs中的合作情況。最後，則是鑲嵌的概念，他

們認為 GPNs不會只在特殊的區位產生，也許廠商在那些地方有鑲嵌的情

況是因為被吸納進去，但也許是因為被已經存在那些地方的經濟活動或社

會動態情形所限制。鑲嵌已經逐漸變成在區域經濟成長與獲取全球機會的

一種主要關鍵要素。此外，國家與當地政府的政策也許會在特殊城市與區

域形成特殊的 GPNs，這也都是為了支持在全球生產網絡下產生新的結點。

而將 GPNs縮小至每個網絡中的結點後，可以看出 GPNs是由廠商(firms)、

部門(sectors)、網絡(networks)與制度組織(institutions)所連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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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GPNs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Henderson et al. (2002)  

綜合上述，關於 Henderson et al.(2002)與 Coe et al.(2004)對於 GPNs整

體架構的經濟分析，不僅提供本研究完整的理論基礎，亦為本研究對於

GPNs的分析架構建立良好的範本。其內容可整理如表 2-4所示。 

表 2-4  GPNs分析架構表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主要細分為價值創造、增強與獲取三個階段，最初的價值創造可能經由某

些關鍵產品或技術過程創造出來，其後利用網絡內部的組織予以增強，最

後再去獲取價值。 

權力權力權力權力 

這邊指的權力，亦細分為三種，包括有協同組織合作的權力來增強廠商在

GPNs的競爭力，也有經由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國際或國家的機構來增強

自身的權力，最後則是以貿易組織、員工公會等組織來影響決策。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鑲嵌鑲嵌鑲嵌鑲嵌 

地域的鑲嵌，也許是因為該地已經有鑲嵌的情況，也許是因為被已經存在

的經濟或社會動態情形所影響，而網絡的鑲嵌則是指個別行為或廠商對於

其他行為者的關係，也包含了更廣泛的非商業性的組織制度網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跨界生產跨界生產跨界生產跨界生產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在全球化現象下，廠商的全球生產網絡佈局變成一個極為重要的營運

目標。在這邊要指出的問題是，有了全球的網絡佈局，自然會形成所謂的

跨國界或跨區域的組織行為，那麼究竟「跨界」(cross-border)的概念為何呢？

Sturgeon(2001)在將生產網絡作分類的時候(見表 2-5)，即提及跨界生產網絡

的空間尺度，將其歸類在國際性(international)的生產網絡，這種網絡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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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顯然比起全球生產網絡的尺度還要來的小，但亦大於地區性的生產網

絡。基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特殊貿易關係與政經關係，確實存在這種

兩岸分工的跨界生產網絡。不過本研究認為這樣的概念可以進一步放寬其

定義，事實上，跨界生產網絡並無法像其他類型的生產網絡可以明確指出

其空間尺度，這種「跨越邊界」的概念，即使出現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

區也是有可能產生跨界的生產網絡。 

表 2-5  價值鏈與生產網絡的空間尺度 

空間尺度空間尺度空間尺度空間尺度 操作尺度操作尺度操作尺度操作尺度 其他名稱其他名稱其他名稱其他名稱 

地區 可及通勤的地區 
工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 

專業化的產業群聚(specialized industrial cluster) 

國家 單一國家 國家生產系統(national production system) 

國際 多於一個國家 
跨界生產網絡(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 

國際生產網絡(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區域 
由多個國家組成貿易

聯盟 

區域生產系統(regional production system) 

區域生產網絡(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全球 
跨越至少兩個洲或是

貿易聯盟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資料來源：Sturgeon(2001) 

另外，談論到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時，本來就應該超越僵化的行政

界限，也在全球化年代為跨越疆界的議題提供了討論的平台。隨著越來越

多人、貨物跟資本的跨界(cross-border)流動來交易，如何發展沒有政府的治

理，來解決跨界的矛盾，促進國際合作，成為重要的議題。而台商和大陸

的地方政府之間，為了解決各種矛盾在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中，有些區域

逐漸摸索，建立了一個跨界治理(cross-border governance)的系統來支援全球

化下的跨界生產。因此柏蘭芝、潘毅(2003)在研究台資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

個案研究中，定義了所謂的跨界治理，指的是政府透過和跨界的、不同利

益的主體行動者互動協商，形成的一個制度規範。而以目前對台資的觀察

研究，主要還是聚焦在產業網絡，討論全球化跨界生產網絡的形成(鄭陸

霖，1999，劉昭吟、林德福，2000，夏鑄九，2001)。 

刑幼田(1996)的研究發現台商往中國大陸投資與歐美在第三世界投資

有些許不同，主要包括：1.規模較過去歐美投資的要小 2.多半是各個獨立經

營的型態，彼此協作，形成一個分工的網絡 3.大部份台商都直接向地方政

府直接打交道，不像歐美跨國企業向中央政府打交道。因此台商比起歐美

的跨國公司而言，更具有彈性的與地方政府溝通，創造了一個新的跨國投

資模式。而陳均泓(2004)更是將兩岸的跨界經濟分為三個階段：1.從 1980

至 1990年代初期，大陸改革開放外資，形成所謂的「台灣接單，大陸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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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岸分工體系；2.從 1992年開始，大陸逐步開放內銷市場，形成所謂的

「大陸生產，大陸內銷」的在地化生產體系；3.從 1997年開始，在中國大

陸加入WTO後，愈趨成熟的大陸市場，形成了「大陸接單，大陸出貨」的

出口導向產業。由上述可知，台商在中國大陸的佈局，已經由獨立設廠投

資到設立營運總部，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全球化跨界投資策略。 

徐進鈺、鄭陸霖(2001)整理了過去關於經濟地理學對於全球化的討論

後，認為可以分為兩種層次，分別是全球(the global)與在地(the local)的互動

討論。第一類，是著重從地方的角度去看全球化的作用與地方的優勢，第

二類則是從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去審視地方的角色，也就是所謂的在地全球

化(the local goes the global)以及全球在地化(the global goes the local)兩種不

同的觀點。他們更明確的指出，所謂的全球在地化可以看到多重的行動者

存在於跨界的經濟活動中，包括進行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發包

的企業、地方的生產網絡以及鑲嵌制度力量等。這樣的過程就像建構一個

新的地理與社會組織場域，將原本的組織與空間重組形成新的跨界場域。

而在地全球化則是看到在產業網絡體系是建構廠商技術吸收能力的主要元

素，因此地方上的制度調節機制的建立，並串連到不同地理層次的統理機

制，真對不同的產品部門，形成不同的生產調節的機制。因此，本研究的

重點將會是在全球在地化的概念下，觀察空間與組織上跨界場域的特性。 

事實上，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可以說是一種被動與防禦式的全球化，

這種類型的全球化與先進國家的全球化比較起來，缺乏一種長程全球佈局

的規劃以及財務、人力資源管理的全球化。而至 1980年代以後，台灣工業

已經以資本輸出的方式，外延至其他國家，以跨界的生產形式參與全球化

的過程中。其中台商在海外生產網絡的建立，有很大的比例是憑藉著他們

在台灣所建構的此種生產網絡特性的移植以及拓延。許多台商在海外設廠

時，會邀請或要求其配合廠商，隨之前往海外據點從事生產活動，造成移

地生產網絡的群聚。周素卿與陳東升(2001)在研究後進者的全球化議題上，

以台商移往東南亞的跨界投資形式，認為可以分為四大類型：(1)台灣協力

生產網絡全面性的移地投資與複製、(2)台灣協力生產網絡部份移植於海外

的生產基地、(3)中小規模的台商為配合外國客戶或是區域性市場的利基，

單獨前往海外投資，以及(4)以被投資國的廠商為主體自發性建立起生產網

絡。 

第一種的跨界統理機制，可以說是一種產業的移植，目的是想要繼續

維持原有在台灣的生產網絡體系，並能在海外迅速的扎根。第二種則是將

關鍵的零組件或材料移往海外，這樣的原因通常是因為當地的協力廠商無

法與核心廠配合，因此在投資的區位上通常也會受到相當的限制。第三種

是由於台商配合國外客戶所形成的跨國合作型態，第四種則是由於中小規

模的台商無法說服協力廠一起進行跨界投資，而漸漸與當地企業、華僑以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2-18 

及前後期的台商組成在地的協力生產網絡。 

劉仁傑(2001)以不同的觀點觀察全球化對於跨國企業的影響，以日資企

業投資台灣作為研究對象，他發現日系企業在台灣發展到 80年代後，由於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形成全球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使得多數

的日系企業將生產的主力產品從台灣逐漸移轉至中國大陸，形成一種台

灣、中國大陸與日本三地的分工體系(見表 2-6)。 

表 2-6  日本企業生產基地的兩岸轉移 

 佳能 日立製造所 萬寶至 松下電器 三洋電機 Uniden 

大陸大陸大陸大陸 珠海佳能 福建日立 江蘇萬寶至 廈門松下 蛇口三洋 深圳友利電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台灣佳能 日立電視 高雄萬寶至 台灣松下 台灣三洋 台灣有力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990 1980 1994 1994 1984 1989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相機 電視機 音響馬達 音響 音響 無線電話 

資料來源：劉仁傑(2001)，pp.14 

除了上述的文獻提供了本研究一個理論核心外，目前對於台商與中國

大陸之間的跨界生產網絡的討論，包含了製鞋業、資訊電子業、蝴蝶蘭產

業、建築材料、不動產投資與仲介業以及自行車產業等(鄭陸霖，1999；夏

鑄九，2001；陳均泓，2004；邱雋弘，2004；楊友仁，夏鑄九，2005；姚

圍仁，2005；黃久倫，2005)。上述的研究中，大多數皆以網絡中的行動者

為研究主軸進行調查，分析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跨界鏈結，而相對於上述個

別產業的個案研究，在理論與應用方面則是有鄭陸霖(1999)對於製鞋業產業

網絡的研究、周素卿與陳東升(2001)對於台商移往東南亞地區的四種跨界生

產型態的研究，以及楊友仁與夏鑄九(2005)在研究大東莞與大蘇州地區所創

造出的楊-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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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綜合本章的文獻回顧可知，在歷經了全球不同時期的產業發展後，目

前的全球經濟已經是以跨國投資為主要的投資方式。以往只在本國生產銷

售的情況已經不復見，幾乎所有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廠商都在全球找尋最有

利的據點發展。企業會以跨國投資方式而不是出口，這樣的原因，就像

Dunning的折衷理論所提及的，一定是因為諸如所有權、內部或是區位等因

素更具有優勢與競爭力的時候才會發生。因為跨國投資的盛行，因為通訊

科技的進步，國家的疆界不再明顯的時候，全球性的投資會不斷出現在世

界各國。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是如何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全球生產網絡？

其網絡架構的特性又為何？ 

這樣的問題，可以先從 Henderson et al.(2002)的研究中獲得初步的基

礎，該研究以經濟分析的角度，將現有熱門的議題—全球生產網絡—作架

構性的分析，這樣的方法，也使本研究的分析方式有了基礎。而事實上，

GPNs的理論發展有其根源，從表 2-7中可以看出 GPNs結合了早期價值鏈

的觀念、鑲嵌的概念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概念，早期的價值鏈概念影響到

後來 GPNs架構中在價值創造、獲取的觀念，社會網絡則影響了後來所發

展的鑲嵌觀點，行動者網絡理論則是將 GPNs中權力的構面先定下一個基

礎，其後在全球商品鏈中更強化了地區制度組織的影響力。 

表 2-7  全球生產網絡的根源 

理論發展理論發展理論發展理論發展 關鍵概念關鍵概念關鍵概念關鍵概念 對於對於對於對於 GPN在經濟地理架構上的關聯在經濟地理架構上的關聯在經濟地理架構上的關聯在經濟地理架構上的關聯 

1980 年代早期的價值鏈

概念(value chain) 

競爭策略 

競爭優勢 

生產行為的空間組織 

GPN架構中價值的概念 

1980 年代中期網絡與鑲

嵌的觀點 

組織之間企業組成

的關聯 

經濟行為與社會結

構的關聯 

主領廠商與其鑲嵌網絡的概念 

在網絡中的價值創造與增強 

1980 年代中期的行動者

網絡分析 (actor-network 

analysis) 

多層次的關聯 

距離的控制 

建立網絡與行動者相互關聯在 GPN中

的基礎 

GPN中所有行動者的權力關聯 

1990 年代中期的全球商

品與價值鏈 

商品生產鏈 

價值創造在鏈的組

織中 

GPN的空間配置與經濟發展的結果 

GPN中組織制度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Hess and Yeung (2006) 

此外，以全球的趨勢來看，中國大陸的商機與潛力無限，這對台灣的

產業發展來說無形是一個壓力，FDI會帶來資金，亦會帶來技術上的轉移，

當然除了跨國企業之外，本地廠商是否也會跟隨著國外的企業前往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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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重要的議題，若是發生這樣的情況，台灣在面對到全球化的經濟體時，

在跨國企業全球佈局策略的定位與功能又是什麼？以台灣的產業發展來

說，早期的加工出口區與僑外專區是當時吸引外資的重要據點，因此以外

資廠商為主的新竹工業區扮演的角色更形重要，故研究新竹工業區廠商生

產營業行為的投資變化，更能了解台灣在跨國企業的全球佈局下所扮演的

角色。針對工業區內廠商，以產品價值、權力架構以及鑲嵌的概念切入，

再納入部門、廠商、網絡與制度等面向，分析企業廠商本身的全球生產網

絡結構，並觀察台灣在網絡中的變化。 

此外，新竹工業區的廠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對於目前台灣與中國的

特殊政經環境來看，已經產生了跨國界性的生產網絡，而基於新竹工業區

與新竹科學園區緊密連結的前提下，是否會發生新竹工業區與新竹科學園

區的跨區域性的跨界生產網絡，而與跨國界性的跨界生產網絡有所差異？

在過去研究跨界生產的文獻中，很明顯的發現研究者多為國內學者且著重

在兩岸之間的跨界生產行為，且其領域大部份是以商學或是政治經濟學的

角度出發。但以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扮演的角

色或是跨界生產網絡型態的異同，才是更應該注意的重點，因此分析跨界

生產網路的模式與空間區位反而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