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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外商外商外商外商與與與與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研究的進行方式主要針對新竹工業區內廠商進行了三次的深度訪談

調查，第一次訪談時間為民國 96 年 1 月 23日，訪談廠商為清洗半導體的

化學製品日資廠商，第二次訪談時間為民國 96 年 1月 30 日，訪談廠商為

生產電腦周邊商品為主的全球性廠商，第三次訪談為時間為民國 96年 4月

24日，訪談廠商亦為生產電腦周邊產品為主的廠商。 

另外，為彌補質化研究的不足以及了解新竹工業區的產業現況，本研

究亦進行全區廠商的問卷調查，共計兩次，第一次問卷調查自民國 95年 12

月 16日至民國 96年 1月 17日止，受訪樣本為新竹工業區內全部廠商，本

次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 34 份，其中有效問卷 33 份，無效問卷 1份，回收

率約 9%(全部樣本約 370家廠商)，其中外資廠商回收問卷共 16份，以日資

廠商回收問卷 12份為最多。第二次問卷調查自民國 96年 3月 2日至民國

96年 3月 20日止，受訪樣本為第一次未回答問卷的其他家廠商。本次問卷

調查共回收問卷 12份，12份皆為有效問卷，其中外資廠商有 3份，3份皆

為日資廠商。因此，本研究在問卷調查方面，總共回收問卷共 46份，其中

1份為無效問卷，45份為有效問卷，回收率約 12%，其中外資問卷 19份，

佔有效問卷的 42%，其中以日資廠商問卷回收 15份，佔有效問卷的 33%為

最高。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外外外外資廠商資廠商資廠商資廠商的的的的變遷與變遷與變遷與變遷與演化演化演化演化 

從前述的分析可以得知，以全球的趨勢來看，FDI 確實是在中國、印

度等新興國家呈現高度的成長，將焦點聚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時，就可以

發現台灣從 1980年代之後，大量台商往中國大陸移動，這樣的情況，亦說

明了台灣本身內部生產組織的外移。對於全球企業來說，大量廠商移往中

國大陸，主要原因是成本低廉與市場廣大，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則可以吸

引資金的投入與技術的轉移，而對於台灣來說，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政經環

境，不得不使主政者重新考量產業的競爭力。因此，在面對如此強大的壓

力下，該如何吸引外資來台，吸引外資來台後又必須該有怎樣的策略思考，

成為本研究的重要課題。本節先以問卷與訪談的結果作為基礎背景資料，

再以二手資料的蒐集加以分析外資廠商在新竹工業區的影響與變化。 

一一一一、、、、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概況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概況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概況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概況 

本研究針對新竹工業區內的廠商進行問卷調查從表 4-1 可以看出，不

論其資金來源是否來自海外，總公司是否在新竹工業區內的比例皆比分類

前的比例來的高，然而是跟否的比例差距並不是非常的大，顯示若是只有

單獨觀察資金來源時，不太能夠看出影響廠商將總部進駐在新竹工業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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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不過卻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廠商總部進駐台北市的比例相當的高。 

表 4-1  不同資金來源型態下總公司所在地統計表 

 外資廠商 非外資廠商 分類前統計 

是是是是    10 52.63% 13 50.00% 23 51.11% 

否否否否    9 47.37% 13 50.00% 22 48.89%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6 66.67% 11 84.62% 17 77.27% 

台灣其他地方台灣其他地方台灣其他地方台灣其他地方    1 11.11% 2 15.38% 3 13.64% 

國外國外國外國外    2 22.22% 0 0.00% 2 9.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在廠商的功能定位上，亦牽涉到新竹工業區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定

位的問題，若以全體未分類前的問卷來看，廠商主要就是以生產中心為主，

分類後應難有差別，就表 4-2 來看，不論外資還是非外資的廠商，研究發

現只要座落在新竹工業區內，廠商大部份都是以生產的功能為主。 

表 4-2  不同資金來源型態下廠商功能定位統計表 

 外資廠商 非外資廠商 分類前統計 

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4 11.43% 3 8.82% 7 10.14%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4 11.43% 5 14.71% 9 13.04%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19 54.29% 22 64.71% 41 59.42%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    4 11.43% 2 5.88% 6 8.70%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4 11.43% 2 5.88% 6 8.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生產營運型態方面，從表 4-3可以看出，外資廠商主要以 OEM的方

式生產，其次才是自產自銷與 ODM，代表外資來台投資主要還是以替全球

關鍵廠商代工為主，而非外資廠商則是自產自銷的情況比較多，代表在地

的廠商主要以自給自足為主，在全球的佈局策略上亦較少考量。 

表 4-3  不同資金來源結型態下主要生產營運方式統計表 

 外資廠商 非外資廠商 分類前統計 

自產自銷自產自銷自產自銷自產自銷 9 25.71% 13 29.55% 22 27.85% 

自產委銷自產委銷自產委銷自產委銷 3 8.57% 9 20.45% 12 15.19% 

他廠授權他廠授權他廠授權他廠授權 4 11.43% 2 4.55% 6 7.59% 

OEM(委託生產代工委託生產代工委託生產代工委託生產代工) 11 31.43% 8 18.18% 19 24.05% 

ODM(委託設計代工委託設計代工委託設計代工委託設計代工) 8 22.86% 11 25.00% 19 24.0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 0.00% 1 2.27% 1 1.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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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的交流對象與交流層次上來說，外資廠商跟周邊廠商交流的比

例比較高，但與非外資廠商的差距並沒有很大，而外資廠商交流的對象主

要還是以同業為主，相對非外資廠商而言，和學校或財團法人交流的機會

相對少了許多，這也許跟廠商是否有在當地建立起一定程度的鑲嵌亦有關

係。至於交流項目方面則與前述結果相差不遠。 

表 4-4  不同資金來源型態下廠商技術交流統計表 

 外資廠商 非外資廠商 分類前統計 

有交流有交流有交流有交流 14 73.68% 18 69.23% 34 75.56% 

交流對象交流對象交流對象交流對象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6 22.22% 6 18.18% 12 20.00% 

同業同業同業同業 9 33.33% 11 33.33% 20 33.33% 

異業異業異業異業 2 7.41% 2 6.06% 4 6.67%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4 14.81% 7 21.21% 11 18.33%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3 11.11% 7 21.21% 10 16.6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3 11.11% 0 0.00% 3 5.00% 

交流層次交流層次交流層次交流層次 

研究會研究會研究會研究會 8 38.10% 11 36.67% 19 37.25% 

技術合作技術合作技術合作技術合作 6 28.57% 10 33.33% 16 31.37%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7 33.33% 9 30.00% 16 31.3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 0.00% 0 0.00% 0 0.00% 

沒有交流沒有交流沒有交流沒有交流 5 26.32% 8 30.76% 11 24.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5 可以看出來，外資廠商跟新竹工業區的關係呈現比較疏遠的

狀態，其與科學園區合作的比例只有 31%，至於非外資廠商則與園區內廠

商比較有互動關係，其有合作的廠商佔了 38%，至於在合作項目上則大同

小異，主要皆為原料、研發、勞力、出售、組裝等項目。從下面的訪談中，

可以看出外資廠商投資台灣的研發來源主要來自母國，且與竹科的互動關

係程度也與本身的產業有關係，以訪談廠商為清洗半導體的廠商而言，自

然為接近竹科才設立在此。 

我們公司常會有政府來問我們研發費用花了多少，其實我們的研發都是從

日本那邊的一個綜合研究所在主導，那邊有超過 100 位博士，待技術開發

完成之後，才會導入台灣，而台灣這邊主要就是以生產跟服務為主，當然

有承接的技術人員，但不主動從事研發。(訪談記錄 A01-Q6) 

跟新竹工業區的廠商在生意上的往來是沒有，主要都跟竹科的廠商接觸，

工業區裡面不多半導體的產業，工業區內主要的客戶大概就是和鑫光電

（湖口廠與南科廠）吧。(訪談記錄 A01-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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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類型廠商與竹科合作關係統計表 

 外資廠商 非外資廠商  外資廠商 非外資廠商 

有合作有合作有合作有合作    6 31.58% 10 38.46% 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0 0.00% 0 0.00% 

上游上游上游上游    3 42.86% 3 27.27% 組裝組裝組裝組裝    2 16.67% 1 14.29% 

下游下游下游下游    2 28.57% 4 36.36%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0 0.00% 0 0.00%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    2 28.57% 4 36.36%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1 8.33% 0 0.00% 

研發研發研發研發    2 16.67% 1 14.29% 出售出售出售出售    3 25.00% 2 28.57%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2 16.67% 1 14.29% 沒有合作沒有合作沒有合作沒有合作    13 68.42% 16 61.54% 

勞力勞力勞力勞力    2 16.67% 2 28.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的變化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的變化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的變化新竹工業區外商投資的變化 

回顧過去全球 FDI 的發展，本研究認為全球的經濟權力已經開始重新

洗牌，以往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情況，逐漸變為由幾個區域合作組織或新興

國家取代，如歐盟所代表的歐洲經濟體，中國、印度、俄羅斯所代表的亞

洲新興經濟體，以及以巴西為主的中南美洲經濟體。以兩岸 FDI 的變化來

看，早在 1980年代初期，FDI的存量與流量就已經慢慢被中國大陸超過，

不過數據資料亦只能代表數量上的變動而已，事實上，國內的研究大部份

都指出外資廠商投資的型態，已經逐漸由生產為主的型態轉為研發的型態

(劉仁傑，2001；劉慶瑞，2002)。 

新竹工業區早期劃設有僑外專區，專門負責吸引外資來台投資，但由

於時空的變化，現存在僑外專區的廠商早已經不是當初的廠商。根據本研

究訪談與蒐集資料的結果發現，僑外專區最早吸引的外資都是以藥廠為

主，當初主要的廠商包括「必治妥施貴寶」、「惠氏」、「禮來」與「葛蘭素」

等，都是開發藥品為主，但從下面的新聞可以發現，近年來因為中國大陸

的競爭，這些藥廠都已經逐漸式微，而搬離新竹工業區。 

…原為外資藥廠集散地的新竹工業區，只剩禮來一家。外商藥廠在經濟規

模及生產成本考量下，決定關閉在台生產線…。 (台灣經濟日報，

2001.05.14) 

從表 4-6 中可以發現，從前的僑外專區主要以化學製品製造業為主，

而且時間點都是在 1980 年代初期設廠，而遷廠的日期亦都是在 1990 年代

後期開始逐漸離開台灣。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原本的廠商在離開之後，

遷進來的廠商主要還是以化學製品製造業為主，且資金來源也還是以外商

為主。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許可用「跟隨效應」來解釋(梁琦，2004)，

也就是說原本以化學藥品為主的外商，具有先行者角色的功能，先一步進

來新竹工業區投資之後，形成當地僑外專區的藥廠聚集現象，之後由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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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競爭激烈，當地生產成本過高(上述的新聞報導所述)，導致外資藥廠

紛紛轉移，但是另一批外資藥廠卻又繼續選擇在當地投資，形成所謂的「跟

隨效應」。此外，原本以生產為主要功能的外資藥廠，在投資的型態上亦有

了變化，隨之而來的聯亞生科與先進國際，雖然也是化學藥品製造業，但

其型態卻以研發與生產並進的方式進行投資。以聯亞為例，其母公司為美

國的 UBI，來台投資設廠後，其技術仍然有承接過去英商葛蘭素並與之組

成策略聯盟，這樣的情況不僅說明了外商在台投資雖然資金移出，但是對

於人才的續留與技術的轉移有幫助之外，亦說明了外商的「跟隨效應」。 

表 4-6  新竹工業區僑外專區外資廠商變化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 遷移日期遷移日期遷移日期遷移日期 遷進廠商遷進廠商遷進廠商遷進廠商 產業類別產業類別產業類別產業類別 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必治妥施

貴寶 
美國 1984 1997 

健亞生物

科技 

化學製品製

造業 
台灣 

惠氏 美國 1987 1989 優美 
家具及裝設

品製造業 
台灣 

禮來 美國 1985 2002 
先進國際

醫藥 

化學製品製

造業 
美國 

葛蘭素 英國 1986 2001 
聯亞生物

科技 

化學製品製

造業 
美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新竹工業新竹工業新竹工業新竹工業區周邊地區外商投資的變化區周邊地區外商投資的變化區周邊地區外商投資的變化區周邊地區外商投資的變化 

新竹工業區早期以傳統產業為主，並劃設僑外專區吸引外資來台投

資，然而新竹工業區於開發初期土地即全部出售完畢，這樣的情況影響其

他廠商繼續進駐的意願，因而轉往周邊地區投資。之後由於新竹科學園區

的興起，土地需求大增，更帶動了周邊地區外資的投入。飛利浦為荷蘭企

業，在台灣的行銷及業務範圍包括消費性電子、小家電、照明以及醫療系

統等事業領域，台灣飛利浦 1966年於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生產電腦記憶

盤。經歷 40年產業升級與轉型，已成為台灣目前最主要的外商。 

本研究整理台灣飛利浦公司在台灣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台灣飛利浦成立於 1966年，為荷商公司，一開始是在高雄加工出口區

成立建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生產電腦記憶盤為主。隨後台灣飛利浦公

司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幾個時期。 

1.發展初始期(1966~1975) 

這段期間內，台灣飛利浦公司主要以生產線為主，10年內在台灣設立

三個主要廠，分別為高雄的建元廠、新竹竹北廠以及中壢廠。其產品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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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為主，建元廠主要生產微調電容．碳膜電阻及積體電路、竹北廠生產

黑白映像管及電子玻璃、中壢廠則生產黑白電視機。 

2.大量生產期(1976~1984) 

從 1976年開始，台灣飛利浦在台策略著重在大量生產，且主要的三個

廠皆以不同類型的產品型式進行生產，其生產種類亦是逐年改變，以迎合

市場上不同的需求。 

3.全球化時期(1985~1999) 

至 1984年之後，台灣飛利浦公司開始以台灣為遠東主要發展中心，不

只在新竹科學園區內設光電廠，並陸續成立類似的亞太行銷中心，使台灣

飛利浦成為亞洲的主要生產中心，1993年後，大鵬廠成立於竹科，以亞太

區顯像組件中心為目標，其後陸續在台成立研發中心，而台北總公司新光

摩天大樓原址仍為服務及研發總部；國內業務行銷總部則喬遷至建國北

路。另為邁向 3C整合的產業迎向未來。成立台北研究實驗室，以台灣為一

區域研發中心，這也是飛利浦全球第六個實驗室。其後為尋找產業環境競

爭下的新契機，台灣飛利浦再轉型，以研發、市場行銷、高附加價值生產

為主力。 

4.生產轉移期(2000~迄今) 

至 2000年開始，竹北廠的映像管生產線移往大陸，高雄建元被動元件

廠移轉至國巨旗下。飛利浦成立東亞區，涵蓋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大

陸，但東亞區總部卻是設立於香港。隔年，位於竹科的大鵬廠正式停廠，

其後台灣飛利浦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照明事業部)正式併入台灣飛利浦股份

有限公司，燈具廠移往大陸。 

由上述的整理可以發現，台灣飛利浦不僅是在新竹地區有投資，事實

上在全台灣各地都有經營，以外商投資的角度來看，1966年設廠於高雄的

加工出口區，所考量的也是外銷市場的便利性以及台灣當時低廉的生產成

本，因此設廠的考量全都是以生產為主。然而至 1984年之後，台灣飛利浦

開始在竹科設廠，一方面是提高台灣地區的生產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可以

看出飛利浦在台灣設立了許多研發中心與實驗室，所希望的就是將台灣打

造成區域研發中心。不過時至今日，原本在竹北的生產線已經移往大陸，

竹科的大鵬廠也已經停廠，大新竹地區所有的生產線都已經停止，並幾乎

將台灣所有的生產線轉往中國大陸，但是留在台灣的飛利浦公司，仍然保

有市場行銷與研發中心的功能。 

因此，本研究將台灣飛利浦公司在台灣的發展歷程以圖 4-1 表示之，

從下圖可以看出荷商飛利浦公司在台灣的演化過程，一開始來台投資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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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像現在世界各國看重中國大陸的原因相同，都是因為低廉的勞工成

本，因此一開始是朝向生產與勞力密集的角度進行投資，不過在飛利浦公

司逐漸深化至台灣後，便以台灣的竹科為中心開始發展，並陸續成立研發

中心與實驗室，看重的就是台灣對於電子產業的創新能力，使得飛利浦這

樣的外商公司，從一開始的勞力密集，演化成為知識密集的外資廠商。 

圖 4-1  台灣飛利浦在台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上述的分析，可歸納出以下結果： 

1. 外資廠商相對於非外資的廠商，在問卷調查的表現上，總部在台北

市的比例比較高，且主要以 OEM的方式生產，顯然主要的外商仍

然看重台灣低廉的代工成本並以台北市為自企業總部的核心。此

外，外資廠商雖然與周邊廠商有一定的技術交流，不過這樣的交流

卻不只侷限在新竹科學園區，而也以台灣其他地區為主。 

2. 新竹工業區的僑外專在 1980 年代的發展早期聚集了以化學製品製

造業為主的外商，以新竹工業區而言，形成了所謂藥廠的集散地，

但在 1990 年代後期受到全球競爭壓力的影響，原本的藥廠紛紛撤

廠前往其他地區投資，但是受到「跟隨效應」的影響，後來投資外

資廠商亦以化學製品製造業為主。 

3. 在大新竹地區的外資廠商，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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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壓力下逐漸轉型，未撤廠的外資企業由早期在台灣各地建設許

多生產工廠的勞力密集傾向，逐漸轉化成為以研發中心為主的知識

密集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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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 

全球生產網絡(GPNs)的形成，最早也是因為跨國企業的投資所造成

的，FDI 在各處搜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區生產，形成了企業橫跨各國的

生產網絡，因此全球生產網絡的理論便應運而生。以台灣來說，早期以加

工出口區與僑外專區負責吸引外資來台，憑藉的是當時低廉的勞動成本，

即使如前述已經有許多外資廠商改變原本的型態，改以知識研發的路線繼

續待在台灣，但不可否認的是，有更多的企業在全球佈局的策略上，仍然

有不同的思考方向。本節將從新竹科學園區在全球的角色中探討，繼而分

析新竹工業區所扮演的角色。 

一一一一、、、、關鍵的生產者關鍵的生產者關鍵的生產者關鍵的生產者—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 

(一)新竹科學園區的產業主體 

新竹科學園區從 1980年代發展以來，成為台灣高科技園區最成功的範

本，當初將科學園區設立在新竹，本研究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交通便利與

研發人力充足。在交通便利方面，中山高速公路貫穿新竹科學園區中央，

至台北車程約一個小時，距中正機場約四十分鐘；往北到基隆，往南到台

中兩大港口分別約兩個小時。此外福爾摩沙高速公路亦已通車，加上東西

向快速公路，提供方便快速的公路交通系統，因此對於園區內廠商與台北

聯絡相當便利。在研發人力方面，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工研院皆與園區

為鄰，精密儀器發展中心、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國家

太空計畫室、晶片設計製造中心、毫微米元件實驗室等，均設在園區內，

因此在產品研發和人才訓練方面，對園區廠商提供充分的支援。由上述可

知，當初在新竹設置新竹科學園區，一方面考量交通便利性，距離桃園國

際機場常便利，加上如果在基隆，腹地太小；設在台北，又是盆地地形；

桃園是農業重地，因此設在北部區域的新竹，成為當初的最佳選擇。 

事實上，新竹科學園區是一座成功結合研究與生產並具備技術轉移功

能的園區，因此園區內投資設廠的產業都以電子資訊、高科技材料與精密

儀器設備為主。雖然政府在園區設立了相當嚴格的審核標準，但是亦給予

了相當程度的優惠(麻匡復，2006)。因此，新竹科學園區成功的創造出高科

技業的創新氛圍，亦被稱為台灣的矽谷。 

解鴻年等(2005)的研究中指出，一直到 2000年 6月，新竹科學園區規

模最大、成長最快的就是積體電路產業，其次為通訊產業。而與園區關連

產業逐漸轉移設置於周邊地區，同時受到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產業及相關

學術研究單位的影響，新竹科學園區與周遭工業區及學術單位，形成一大

型網路，成為高科技的產業聚落。延續國內學者的研究，從表 4-7 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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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新竹科學園區截至 96年 3月底為止，有效核准家數以積體電路為主，

有 194 家，而真正入區家數亦以積體電路為主，有 184 家。而其他像是電

腦周邊產業、光電產業等則排名在後，且家數相差有一段距離。 

表 4-7  新竹科學園區產業類別統計表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有效核准家數有效核准家數有效核准家數有效核准家數(家家家家) 入區家數入區家數入區家數入區家數(家家家家) 

積體電路 194 184 

電腦及週邊 55 54 

通訊 48 47 

光電 72 62 

精密機械 26 23 

科
學
工
業 

生物技術 26 23 

其他 5 3 

合計 426 396 

資料來源：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網頁，2007 

另外從歷年產業營業額的趨勢來看(圖 4-2)，積體電路的營業額在竹科

的發展初期並沒有比電腦及周邊設備的營業額高，但從民國 82年之後，積

體電路的營業額直線上升，而電腦及周邊設備的營業額則是一路下降，光

電產業近幾年亦逐漸崛起取代電腦及周邊產業第二名的位置，成為園區營

業額第二高的產業，即使如此，仍難以憾動積體電路在竹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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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歷年產業營業額折線圖 

資料來源：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網頁，2007 

因此，若以竹科最主要的積體電路製造業來看，由於積體電路製造業

是整個積體電路工業的火車頭，因此園區內聯電集團和台積電的成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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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帶動上、下游眾多的相關產業，包括從晶圓材料、設計業、光罩業、

封裝業、導線架業、化學材料業、測試業，到設備業等，均與積體電路製

造業息息相關。尤其是積體電路製造業的投資金額動輒 10億美元以上，其

衍生的商機十分龐大，是積體電路工業發展上最重要的一環，根據下面的

敘述可以看出積體電路在新竹科學園區的重要性。 

台灣前十大積體電路廠商中，科學園區佔 7 家，包括台積電、聯電、華邦、

茂矽、茂德、旺宏、世界先進，而全國前十大晶圓製造廠商中，園區佔 9

家，產值佔全國 95.58%；而晶圓代工更獨步全球，世界的佔有率高達

64.6%。積體電路設計業的全國前十大廠商中有 8 家在園區，包括矽統、

聯發、凌陽、揚智、矽成、瑞昱、聯詠及義隆，其總營業額更高居世界第

二，僅次於美國。(新竹科學園區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網頁，2007)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竹科最主要的產業就是積體電路業，因此若要

觀察新竹科學園區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亦應以主導竹科發展的台積

電與聯電的發展為分析對象。 

(二)主領廠商在新竹科學園區中的全球生產角色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於民國 76年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從設立之初即以

提供先進的製程技術及擁有專業晶圓製造服務為主，台積電目前總產能已

達全年 430萬片晶圓，其營收約佔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 50%，由上述可知，

台積電的主要營收，是以全球代工生產為主。以全球據點來看，台積電目

前擁有兩座十二吋晶圓廠、五座八吋晶圓廠以及一座六吋晶圓廠。公司總

部、晶圓二廠、三廠、五廠、七廠和晶圓十二廠皆位於新竹科學園區，而

晶圓六廠以及十四廠則位於台南科學園區。除此之外，台積電亦有轉投資

子公司美國Wafer Tech公司、上海台積電有限公司以及新加坡合資 SSMC

公司等。此外，台積電為服務全球的客戶，其據點除了台灣新竹，尚包括

日本、荷蘭、美國等地。由此可知，台積電的生產網絡與服務據點遍佈全

球，成為全球晶圓的主要代工與生產者。 

聯華電子公司則是新竹科學園區另一家相當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其總

部即設在新竹科學園區，該公司之所以能夠在許多企業中脫穎而出的關

鍵，就是其先進的製程技術，包括銅導線技術、低介電值阻絕層、嵌入式

記憶體、混合訊號及射頻元件製程等。聯電是首先導入銅製程及量產，也

是首先量產出 90奈米製程晶片之晶圓代工公司。以台灣本地的據點來看，

聯電目前有兩座十二吋晶圓廠，一座位於台南科學園區，另一座則是位於

新加坡。此外，聯電在台灣半導體產業中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台灣第

一家上市的半導體公司(民國 74 年)，其全球的服務據點包括台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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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歐洲、美洲等各地都設有行銷及客戶服務中心。 

除此之外，由下面的報導中，亦可觀察出早期即在新竹科學園區設廠

的兩家龍頭廠商，在全球市場的重要性為何。不過下面的敘述同時也提到

一個重點，就是雖然目前市佔率仍然以竹科為主，但是中國的晶圓代工確

實已經逐漸迎頭趕上，因此台灣要如何在目前 OEM與 ODM的生產方式，

更提升至 OBM的方式，是值得注意的一大課題。 

2006 年全球晶圓代工業以營收規模計算，仍以台積電、聯電分居第 1 及

第 2 名，市佔率各達 50.0%、19.0%，台灣仍穩居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產

能供應地。…，晶圓代工兩大龍頭廠商合計市佔率已由 2003 年的 76.0%，

下滑至 2006 年的 69.0%，顯示近年來中國晶圓代工勢力崛起，確實分食

市場佔有率。此外，觀察 2006 年全球前 10 大晶圓代工業者排名資料可知，

前 10 大除位居第 10 名的 X-Fab 隸屬於歐洲的德國外，其餘業者多歸屬

於亞太地區，顯示現階段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重心仍位於亞太區域。(鉅

亨網，2007.03.31) 

因此，由上述的介紹可以整理成表 4-8的內容，並以圖 4-3的概念解釋

新竹科學園區主領廠商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角色定位。 

表 4-8  新竹科學園區主領廠商整理表 

企業名稱 產業類別 
產品全球

市佔率 
主要客戶 

全球生產網絡

中的角色定位 

台灣積體

電路公司 

積體電路

製造業 
50% 

Altera、ATI（現為 AMD 之子公

司 ）、 Broadcom 、 Marvell 、

NVIDIA、Qualcomm等 

關鍵生產與代

工者 

聯華電子 
積體電路

製造業 
19% 

可編程邏輯晶片領導者美商智霖

(Xilinx)，無線手機晶片最大供應

商 美 商 德 州 儀 器 (Texas 

Instruments) 

關鍵生產與代

工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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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新竹科學園區全球生產網絡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3與圖 4-3可以看出，以積體電路產業為主的新竹科學園區，從

全球生產網絡(GPNs)的觀點來看，確實是位於關鍵生產者的角色。本研究

援用 Henderson et al.(2002)圖像化(mapping)GPNs的架構，認為新竹科學園

區在 GPNs 下屬於網絡中的第一層生產網絡，也就是世界主要的企業都從

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下訂單，而竹科有可能自行吃下全部的單，但也有可

能與周邊的小廠共同分食，形成產業聚集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將繼續探

討，新竹科學園區是否與周邊地區建立起一定的關係，而形成所謂第二層

的生產網絡。 

二二二二、、、、附屬於竹科的附屬於竹科的附屬於竹科的附屬於竹科的衛星衛星衛星衛星—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 

(一)空間鄰近造成的緊密關係 

本研究從過去的資料蒐集與理論回顧，認為新竹工業區乃附屬於新竹

科學園區的衛星工業區。這樣的關係就像大都會周圍的衛星市鎮一樣，可

容納都市過多的人口，卻又可以自給自足。新竹工業區在重要性上，若單

只以台灣的編定工業區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不論是以產值、或是交通的便

利性、甚至是與科學園區的鄰近程度而言，都顯示新竹工業區的重要地位，

Yeung et al.(2006)認為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有許外部規模經濟其實是來自於

群聚以外的地區。事實上，新竹工業區的發展正如下面這篇報導所言，新

竹工業區跟新竹科學園區的緊密相連，一方面為新竹工業區帶來了產業轉

型，逐漸由傳統產業變為高科技產業，另一方面亦帶動了新竹工業區的廠

房地價。 

…實際上新竹工業區地價卻是上揚情勢。去年每坪售價約 5 萬元，目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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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高至 6 萬元，未來還有看漲的機會。新竹工業區鄰近高速公路，交通相

當便利，加上距離竹科相當近，產業上下游整合方便，廠房相當搶手。(台

灣經濟日報，2005.08.26)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崛起，亦帶給新竹工業區不小的衝擊，從

下面另一篇報導可以看出來，一些原本在工業區內的廠商漸漸為接近客

戶，或是基於市場、原料的考量，慢慢將生產線轉往大陸。 

…目前生產基地位於新竹工業區，為搭配手機業者前往大陸設廠進度，公

司將於明年前往大陸設廠，不過前段原料製程將根留台灣。…會在大陸設

廠主要考量點並非廉價勞力，而是接近客戶，近期台灣已有多家手機業者

前往大陸設廠，為提供下游客戶充足服務，公司將於明年前往大陸設廠。

(鉅亨網，2000.12.15) 

事實上，新竹工業區比新竹科學園區還要早發展，出售土地的狀況也

相當良好，但卻時常被國內研究者遺忘，主要原因是政府大力推展的是具

有高科技形象的新竹科學園區，而非以傳統產業為主的新竹工業區。即使

如此，新竹工業區的表現卻始終亮眼。麻匡復(2006)的研究中認為新竹工業

區會如此與新竹科學園區產生緊密的關係，除了上述的用地需求之外，很

大的關係是由於科學園區的制度因素。由於竹科是保稅區，生產的產品不

能直接在台灣國內市場販售，所以些許廠商為了維持內需市場的產量，通

常會選擇鄰近的工業區設置子公司，但這樣的關係卻很難找出來。 

胡太山等(2002)認為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使得周邊地區社經發展產生

改變，尤其是對於新竹工業區而言，造成地區生產網絡空間再結構的現象。

解鴻年等(2005)更將研究聚焦至竹科附近的「工業區」，認為新竹科學園區

的設立給新竹地方帶來工作機會、稅收及消費，對周遭工業區則帶來「衛

星工廠」的設置，使得新竹地區產業產值、廠商數、員工數大幅增加。並

將影響圈域分為三類，其中的第一類為受園區影響程度較重者，而「新竹

工業區」便名列其中。這樣的結果使得許多高科技廠商因為在新竹工業區

同樣享有園區同等的優惠，因此多設分廠於此。 

(二)新竹工業區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角色 

本研究以新竹工業區為研究範圍，主要原因除之前劃設有僑外專區之

外，很大的原因是以往的文獻並未真正探討到新竹工業區的角色定位問

題。因此本研究先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廠商調查，欲以統計的結果分析

新竹工業區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角色定位。 

本研究針對新竹工業區內廠商進行問卷調查，在 45份有樣本中，主要

集中在民國 70~90 年間設廠，佔了將近 70%的比例，這反應了民國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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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台灣經濟長最快速的時代，新竹工業區廠商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加上

新竹科學園區的興起，更帶動了附近工業區廠商的加入。事實上，新竹工

業區的二期開發區，直到民國 69 年才開發完畢，而竹科也是在民國 70 年

代之後，才慢慢開始步上軌道，因此本研究認為大部份的廠商選擇在 70~90

年間進入新竹工業區設廠，應與竹科的興起有相當大的關聯。 

此外，此次調查的廠商中，化學工業約佔 13%，而電子、電機以及電

腦周邊產品等廠商的比例約佔 30%左右，因此本研究在問卷樣本上應該是

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在廠商資本額與營業額的統計上面(見表 4-9與 4-10)，

大部份廠商以 1億元至 5億元為主，超過 20億元的大型廠商比例亦相當多，

亦驗證了新竹工業區在台灣所有編定工業區中產值排名第三高的現況。 

表 4-9  廠商資本額統計表 

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五千萬以下 9 20.00% 

五千萬~一億 2 4.44% 

一億~五億 20 44.44% 

五億~十億 5 11.11% 

十億~十五億 3 6.67% 

十五億~二十億 0 0.00% 

二十億~五十億 5 11.11% 

超過五十億 1 2.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0  廠商營業額統計表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五千萬以下 1 2.22% 

五千萬~一億 6 13.33% 

一億~五億 11 24.44% 

五億~十億 6 13.33% 

十億~十五億 6 13.33% 

十五億~二十億 1 2.22% 

二十億~五十億 9 20.00% 

超過五十億 5 11.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常常是企業的總公司，由表 4-11

中可以看出，新竹工業區的廠商超過一半的比例是在新竹工業區即為總公

司，另一半則不是，而新竹工業區非該廠商的總公司的企業，又以在台北

市的比例為最高，佔了 67%。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新竹工業區的廠商，其

決策範圍應該不脫離台北新竹的範圍中。 

表 4-11  總公司所在地統計表 

是是是是 23 51.11%  

否否否否 22 48.89%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17 77.27% 

 台灣其他地方台灣其他地方台灣其他地方台灣其他地方 3 13.64% 

 國外國外國外國外 2 9.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2  廠商功能定位統計表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7 10.14% 

設計研發設計研發設計研發設計研發 9 13.04% 

生產中心生產中心生產中心生產中心 41 59.42% 

採購部門採購部門採購部門採購部門 6 8.70% 

財務部份財務部份財務部份財務部份 6 8.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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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的分析會有一個盲點存在，在新竹工業區的廠商雖然為總

公司，但是有可能該廠商即為本地型的生產工廠，由表 4-12可以看出廠商

在新竹工業區投資時的功能定位，分析後發現，在新竹工業區內的廠商，

主要還是以生產為主，佔 58.49%，而其次的設計研發，只佔了 13.21%。經

過交叉比對後發現，在新竹工業區即為總公司的 23 家廠商中，有 20 家廠

商是以生產中心為主要的功能，其比例為 87%。因此，上述的結果證明了

新竹工業區內的廠商不論是否為總公司，都是以生產為主，也說明了新竹

工業區在整個生產網絡所扮演的角色，應該非屬生產網絡中的關鍵廠商，

而是扮演原物料的提供者或是中間製成品的代工者。 

因此當本研究更進一步分析廠商的生產營運方式後發現 (詳見表

4-13)，新竹工業區內的廠商主要的生產方式以自產自銷、OEM(委託生產代

工)、以及 ODM(委託設計代工)三種方式為主，各佔約 25%左右。因此，本

研究進一步認為新竹工業區內的廠商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屬於獨立型的

廠商，在新竹工業區設置生產中心並且以自產自銷為主，另一種則是屬於

代工型的廠商，在新竹工業區內設廠，並以 OEM與 ODM為主。 

表 4-13  主要生產營運方式統計表 

自產自銷自產自銷自產自銷自產自銷 22 27.85% 

自產委銷自產委銷自產委銷自產委銷 12 15.19% 

他廠授權他廠授權他廠授權他廠授權 6 7.59% 

OEM(委託生產代工委託生產代工委託生產代工委託生產代工) 19 24.05% 

ODM(委託設計代工委託設計代工委託設計代工委託設計代工) 19 24.0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1.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4  廠商技術交流統計表 

有交流有交流有交流有交流 34 75.56%  

交流對象交流對象交流對象交流對象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12 20.00% 

 同業同業同業同業 20 33.33% 

 異業異業異業異業 4 6.67%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11 18.33%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10 16.6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3 5.00% 

交流層次交流層次交流層次交流層次 

 研究會研究會研究會研究會 19 37.25% 

 技術合作技術合作技術合作技術合作 16 31.37%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16 31.3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 0.00% 

沒有交流沒有交流沒有交流沒有交流 11 24.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過去的文獻指出，廠商在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技術創新成為一

項具有優勢的發展項目，而國內外許多產業群聚的案例中也可以發現，廠

商員工在不經意之間的交流也可能為變成技術上的一種傳遞過程。因此本

研究對廠商的技術研發與學術交流進行分析(見表 4-14)，結果發現，新竹工

業區內的廠商有 71%有進行技術上的交流，而這樣的交流是相當多元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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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在交流對象方面，不論是與政府、同業廠商或是學校、財團法人等

機構，都有著相當程度的交流，不過仍然是以同業廠商交流的比較多，佔

33%，而對於異業廠商則相對交流較少，只佔了約 7%。而在交流層次方面，

亦是相當廣泛，不論是研究會、技術合作或是人才交流等方面都佔了 30%

以上的比例。 

另外，本研究為了解區內廠商本身生產營運的網絡與互動情況，針對

廠商的上游零件商、代工廠、外包工廠、經銷商以及生產性服務業等進行

調查，研究結果發現(見圖 4-4)，新竹工業區內的廠商不論是在零組件廠商、

代工廠商、外包廠商等，其互動範圍幾乎都是在台灣 1 至 2 小時內車程可

達之其他地區，而非較鄰近於新竹工業區的新竹科學園區或是其他大新竹

地區。由此可知，新竹工業區往北 2小時內的車程包括大台北地區，往南 2

小時車程包括中彰地區等，皆為新竹工業區廠商主要的互動聯絡範圍。 

5.33% 18.67% 42.67% 13.33% 6.67% 13.33%

9.30% 10.67% 29.33% 5.33% 4.00%2.67%

5.88% 14.67% 34.67% 8.00% 2.67%4.00%

2.22% 16.00% 21.33% 10.67% 5.33% 5.33%

6.25% 9.33% 21.33% 5.33% 1.3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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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國外

 

圖 4-4  廠商生產網絡互動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本研究從新竹工業區廠商的總部所在地、生產型態、營運

方式、技術交流與生產鏈的互動範圍作為分析的基礎，發現新竹工業區的

產業類別主要仍以電子電機與化學製品為主，屬於綜合性工業區，且不論

廠商總部是否設立在此，都以生產的功能為主，加上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密

切的互動現象，本研究認為新竹工業區在全球生產網絡上應附屬於科學園

區，存在第二層生產網絡的關係(見圖 4-5)。 

從圖 4-5 可以看出，新竹工業區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可能基於與科學

園區的關係而共同分食全球市場的訂單，但也有可能因為研發出關鍵技術

改善品質後自行取得全球市場的訂單。無論如何，新竹工業區在 GPN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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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第二層的生產網絡，但亦有機會挑戰成為全球市場上關鍵的生產者。 

 

圖 4-5  新竹工業區全球生產網絡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經由上述的分析，以全球生產網絡(GPNs)檢視新竹工業區與科學園區

的角色後可歸納出以下結果： 

1. 新竹科學園區早期發展以電腦及周邊設備的產業為主，後來由於積

體電路產業的快速崛起，帶動周圍相關產業發展，尤以目前全球市

佔率超過 60%的台積電與聯電為主，使新竹科學園區在代工生產的

方面成為全球關鍵的生產者。 

2. 新竹工業區在產業結構上深受新竹科學園區的影響，由於空間的鄰

近性，以及土地、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使得新竹科學園區的

廠商逐漸將工業區視為第二個可投資的地區，連帶影響工業區成為

竹科的衛星工業區。 

3. 新竹科學園區在 GPNs中所扮演的關鍵生產者角色，由於與新竹工

業區的緊密關係，連帶影響工業區成為次要的生產與代工角色，並

且可依靠技術的研發與品質的改善提升自身在 GPNs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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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新竹工業區廠商廠商廠商廠商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前節的分析說明了新竹工業區從早期 FDI 的發展逐漸轉化為全球生產

網絡的過程，而近年來在中國大陸不斷的競爭壓力下，台商早已紛紛轉往

大陸投資，國內學者研究兩岸的產業現象後，認為這是一種兩岸分工的跨

界生產網絡關係(王信賢，2004；陳德昇，2006)。同樣的觀念，當焦點縮小

至「區域」的尺度來看的時候，是否會發展成為跨區域性的跨界關係？本

研究以 Henderson et al.(2002)的分析架構為基礎，訪談新竹工業區光碟產業

的代表性廠商，建立新竹工業區在全球生產網絡與跨界生產網絡下，價值

(value)、權力(power)與鑲嵌(embeddedness)三大構面的分析，並以圖像化

(mapping)的方式予以敘明。 

一一一一、、、、廠商廠商廠商廠商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生產網絡個案分析個案分析個案分析個案分析 

本研究以新竹工業區內的廠商為訪談對象，以廠商的區位選擇，以及

廠商在生產網絡中關於價值、權力、鑲嵌三大面向的分析為主軸來觀察。

本研究訪談了區內兩家主要的光碟業廠商，其中一家為錸德科技，是目前

台灣最主要的光碟片製造商，另一家為遠茂光電，是工業區少數在科學園

區也有設廠的廠商，對於研究跨區域性生產網絡具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以台灣的光碟產業在全球市場來看，光碟片廠商幾乎都是接取訂單從

事 OEM與 ODM的生產，很少有企業會打出自有的品牌出來，一方面是由

於台灣多屬中小企業，本身資源不夠，如果從原本代工的角色轉為品牌企

業，可能無法與現有品牌企業競爭，另一方面也是品牌建立所要花費的金

錢與時間遠比想像中的高。因此，台灣光碟產業在全球生產網絡的角色中，

多是扮演生產代工的角色。至於這樣的角色是否對於全球來說是很重要的

呢？ITIS 對於光碟產業的分析中，認為我國在光碟產業的生產部份，一直

居於全球龍頭的地位，而事實上，我國光碟片產業在全球有超過 80%的產

量，其中又以錸德為台灣光碟業數一數二的大廠，因此以 GPNs 的觀點來

檢視光碟產業的發展時，就可以發現錸德確是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扮演關鍵

的生者與代工者。 

(一)廠商的區位選擇 

錸德成立於 1988 年，總部設在新竹工業區，於 1994 年在澳洲設立分

廠，1997年在英國設立分廠，1999年與飛利浦合資在德國設立分廠，並在

同年設立專門壓製預錄媒體的製造廠，2000年建立專門的 OLED生產線，

2001前往中國大陸設立分廠，2004年並成立日本分公司，其生產據點遍佈

全球。由於錸德屬於全球性的企業，因此在全球都設有據點，但是其佈局

的考量卻不盡相同，Dunning(1981)在提出折衷理論時就已經提過，跨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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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選擇國家投資的時候，不外乎就是區位考量、內部化的考量以及自身特

有的專門技術考量。很顯然的，錸德前進世界各國的考量都不一樣，從下

面的訪談記錄可以看出來，錸德在歐洲的據點主要考量當地薪資的問題，

所以主要以銷售業務為主，而在薪資比較便宜的大陸或是東南亞等地，則

以大量的勞力進行生產的活動。 

在歐洲的工廠主要以業務為主，生產不會太大量生產，主要原因還是勞工

的成本。生產的據點都在台灣、大陸跟越南，還是考量到勞工的薪水，在

大陸成本便宜還是很重要，…。(訪談記錄 B01-Q5) 

而錸德在未來的發展上，考量到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台灣的政治、經

濟困境，有可能前往北非與越南投資，進一步擴張自己的全球版圖，如同

下面的訪談記錄中可以看出，錸德最終的考量還是勞動力的問題，他們比

較不擔心市場的問題，光碟產業雖然已經慢慢達到頂峰，但是錸德集團佔

有全球主要的生產市場，所以未來仍然很有出路，但也因為錸德屬於生產

網絡中的下游產業，從中間產品到完成品的過程中，需要一定的勞動力，

因此成本才會是他們考量的主要因素。當然，訪談亦指出台灣與中國大陸

或是東南亞的土地問題，土地便宜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土地的

「完整性」也是錸德所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你看我們在新竹工業區的工廠，形狀很長，一開始來這邊投資的時候，我

們中間的土地還沒買到，自己員工進出工廠還要走外面的人行道，可是我

們在大陸或是越南的工廠，廠房都是一大片，還有員工宿舍、運動場地等

設施。我們也認為未來越南是一塊很大的出路，我們還考慮到北非的突尼

西亞去，畢竟那邊還是離歐洲比較近。(訪談記錄 B01-Q3) 

相較於錸德集團的發展，遠茂光電成立的時遠比錸德晚，遠茂光電於

2000年成立，一開始是在新竹工業區設立廠房，2002年通過園區申請並在

新竹科學園區設廠，其總部位址即設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為少數國內光碟

製造商在新竹工業區與科學園區都有設廠的企業。遠茂光電從成立以來，

即致力於 DVD全系列產品研發及良率提昇，2003年的 DVD光碟片銷貨量

達到 7千 5百萬片，約佔當年度全世界市場需求量的 9.61%，不同於錸德、

利碟、中環等大廠商的發展，遠茂並不投入資本至 CD 市場內，並成為少

數在科學園區設有研發中心並在新竹工業區設廠，且沒有前往大陸設廠投

資的光碟業廠商。 

遠茂光電早期在新竹工業區有四個廠房，後來申請至竹科設廠獲准，

亦在竹科設有廠房並將總部位址遷移該處，去年工業區的仁義廠租約到

期，考量 DVD市場已經逐漸飽和的情況下，遠茂光電決定不再續租，因此

維持目前新竹工業區三個生產工廠，竹科設有總部與研發中心的情況。然

而，遠茂光電的總部只是「名義上」的將其位置設在竹科，真正的決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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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中心還是在新竹工業區的光北廠，這樣的原因是考量 DVD的製程短，

但是生產設備又重，加上原本就從工業區發跡，廠房與廠房之間的互動比

較頻繁，然而公司卻需要比較好的形象與名聲，因此形成這種總部地址在

竹科，但真正的決策中心卻在新竹工業區的情況。 

我們的總公司的地址是設在竹科，但實際上是在光北廠的，這是因為考量

其他因素啦，之前有提過像名聲、形象等等的原因，…。會選擇在光北廠

當總部，主要原因還有這邊前段製程也有，候段製程也有，力行廠雖然有

五樓，但是主要還是以下一個市代的產品為主，一樓本來的倉庫、包裝跟

印刷也搬到光復廠，也就是說，那邊主要就是以前段製程為主，那我們總

部也不用遷過去，廠房的互動來講也是這邊比較頻繁。(訪談記錄 C01-Q4) 

遠茂光電除了是少數將廠房同時設於工業區與竹科的企業之外，他們

不同於錸德等其他大廠的另一個情況是沒有去大陸設廠。這樣的原因，根

據訪談的結果，是由於他們認為他們因此只要設備遷往大陸，其實技術面

就已經快要可以足夠，也就是說他們認為 DVD的技術門檻並不高，加上大

陸那邊的光碟廠商其實也已經很多，遠茂並不看好光碟產業目前已經接近

飽和的市場，因此便退出投資大陸的這一股熱潮。 

我們曾經做過評估啊，派了一組人去大陸，但我們上市的時候，其實 DVD

的市場已經達到巔峰了，光碟片的 life cycle 其實已經跑的差不多了，…。

另一個原因是進入門檻不高啦，我們把技術拿到大陸去，那些 local 的廠

商只要買了設備，其實就拿了 80%的技術，其實你去看，大陸那邊一堆

廠商都也在做碟片，你現在進去，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利益，…。(訪談

記錄 C01-Q2) 

(二)價值的創造與獲取 

以價值的面向來觀察，就可以發現錸德與遠茂之間的差異。錸德自 1988

年成立以來，就從 CD 的市場開始著手，以全球光碟產業的進程來看，主

要關鍵還是在於技術權利的取得，而全球關鍵的廠商不外乎是日本的

Sony、荷蘭的 Philips、以及上述廠商與其他日美廠商所組成的 DVD Forum

為主。也因為如此，其他生產光碟片的廠商就必須向上述的企業或聯盟簽

約並繳交權利金才能生產光碟，如此一來每一片光碟片的成本在技術上就

先必須被全球性的大廠剝削了一層成本。Henderson et al.(2002)認為產品價

值剩餘的創造(creation)有許多種類的「租」(rent)，例如說擁有關鍵技術的

廠商就會產生「技術租」、擁有品牌的廠商就會產生「品牌租」，就都是一

種因為企業本身擁有獨特的關鍵能力，使他們的企業在與全球廠商競爭時

創造出剩餘的價值。以錸德來說，雖然屬於台灣第一大光碟製造商，但是

在技術方面仍然需要國外公司的授權，即使如此，錸德集團仍然努力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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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上，早期曾與工研院進行技術合作，之後亦與台大等學校合作進行研發，

這樣的結果都是造就目前錸德居於龍頭位置的原因。另一方面，光碟產業

由於已經達到飽和，目前市面上多數的廠商大多朝多角化的經營，以錸德

來說，他們不只是光碟片的製造，亦涉及 OLED、USB等新興產業的研發，

主要原因是就是在於取得關鍵的技術後，就可以讓企業創造出剩餘的價值。 

事實上，在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錸德在台灣同時也面臨了經濟

不景氣的窘困狀態。基本上，光碟片的產業，強調的是相容性高不高，而

錸德所秉持的理念就是所謂的產品規格化，讓所有不同的光碟片都能在同

樣的光碟機讀取記錄。因此，專業的技術成為錸德最為有利的優勢，根據

訪談的結果，錸德除了與國內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工研院等機構有所研

發合作之外，其餘的技術都是靠自己所研發出來的。錸德在新竹工業區建

立了一些基礎技術實驗室如「材料實驗室」、「濺鍍技術實驗室」、「化學實

驗室」、「純化實驗室」、「高分子實驗室」、「電子實驗室」、「DVD認證實驗

室」、「紀錄媒體實驗室」等，形成專屬的獨立研發網路。 

其實我們大部份的產品都是靠自行研發，尤其是在碟片這一塊，我相信我

們在台灣真的是很不錯的。我們是台灣第一家可以自己將類比轉換為數位

的廠商，我們擁有這樣的技術，也是我們當初研發出來的。(訪談記錄

B01-Q6) 

此外，錸德集團除了自行研發新產品外以創造專屬的「技術租」之外，

亦重視客戶特殊的要求，針對「客製化」的產品進行生產，而這也是目前

許多產業吸引客源的特殊手段，由於全球市場廣大，所以錸德可以分別為

世界各地的客戶訂製專屬的光碟片，從下面的訪談中可以看出錸德企業作

為一個全球成功的 OEM廠商，的確是有其過人之處。 

在客戶的需求這方面，客人要求什麼我們就會做什麼，只要是儲存媒體，

我們錸德幾乎都可以做的出來，而且還很多樣化。舉一個例子，客戶之前

有要求，希望不要用貼標籤的方式來判斷光碟片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就用

不同的顏色來辨別，譬如說紅色就是代表重要的資料，白色就是普通的資

料，…。(訪談記錄 B01-Q1) 

遠茂自 2000年成立以來，即從 DVD的市場開始著手，即使如此，以

全球 DVD的發展歷史來看，關鍵一樣是在技術權利的取得，以遠茂來說，

雖然屬於台灣第二線的光碟製造商，但是在技術方面仍然需要國外公司的

授權，不過遠茂在新竹科學園區仍然設有研發中心，並一直與工研院進行

技術上的合作。由於遠茂認為 DVD光碟產業已經達到飽和，因此他們目前

亦致力於產業轉型的策略，但不同於錸德集團的是，遠茂光電由於是小廠

商，在競爭上無法與大廠商一較高下，因此在竹科的研發中心亦有朝往新

世代的產品研發為主，不論如何，這些研發中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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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取得關鍵的技術後，就可以讓企業創造出剩餘的價值。 

竹科的廠商，主要是以母片為主，研發方面就是跟工研院的技術合作，至

於園區的研發，其實是另外一方面的研發。(訪談記錄 C01-Q4) 

DVD 的市場已經到達頂點了，所以轉型是一定要的。…。那我們目前產

品轉型的方面跟現在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但就目前可以生產的部份我們還

是會繼續生產，…。(訪談記錄 C01-Q9) 

綜合上述，由於錸德的技術權利來自全球技術領先的廠商，因此在技

術的價值創造上是比較低的。不過由於錸德集團早期與工研院的合作研

發，以及後來與台大政大等大專院校的技術交流，與近年來為分散風險所

進行的打造自有品牌與多樣化經營的方式，已使錸德集團在價值的增強上

有了進步。不過仍然感到可惜的是，錸德集團雖然有價值增強上的進步，

但仍非全球關鍵技術的廠商，因此錸德集團 OEM的生產代工角色仍難以使

他們在價值獲取上有更為良好的表現。 

而遠茂光電所生產的 DVD 光碟片屬於全球生產網絡中次於錸德集團

等第一線廠商的第二層網絡(2nd tier)的生產代工者。以Henderson et al.(2002)

所分析的價值構面來看，遠茂光電在價值創造與獲取的層面是比較低的，

因為技術授權來自日本與荷蘭，本身只有與工研院合作研發，同時在新竹

科學園區的研發中心又不以目前的產品為主。而以價值增強的層面來看，

事實上遠茂在改善品質以及創新仍有一定的能力，然而畢竟屬於第二線的

廠商，因此對於本身價值增強的能力亦屬有限。 

(三)決策的權力與生產指令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Henderson et al.(2002)中對於權力的描述除了權力

主導的「方向」之外，還提及了權力的「型態」與「種類」，舉例來說，工

研院與錸德的技術合作，就是一種半政府式(法人)的資訊流通，而這樣的流

通，是一種雙向權力的交流，通常會使雙方都互惠。若是單向主導的權力，

通常是總公司的研發直接給予子公司進行生產或是政府單位直接給於實質

上的協助等情況。 

以錸德來說，錸德集團的總部一開始即設在新竹工業區，且在全球佈

設據點的時候仍以新竹工業區的總部為最高指揮中心。錸德在大陸的昆山

加工出口區設有分公司(滬錸科技)，主要目的是降低生產與代工的成本為

主，因此由台灣的總公司負責接單，大陸分公司負責生產所形成的「台灣

接單，大陸生產」的方式成為錸德集團在台灣與大陸跨界治理上最基本的

一種權力關係。至於其他像是錸寶科技、鈺德科技，或是英國、澳洲等全

球性的分公司，則如前面所敘述的，在同時考量成本又得兼顧全球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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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就必須將生產移往人工及土地都便宜的地區(如大陸或越南)，而必須

將銷售據點放眼全球。此外，錸德與大學以及工研院的技術合作，亦屬於

權力控制的面向，不過像是這樣技術上的交流，多屬於雙向式的資訊溝通，

也就是說多由雙方面進行溝通與協調。另一方面，地方上的新竹工業區服

務中心與廠商協進會在廠商一開始進駐工業區的同時亦會給予必要的協助

與管理，就是屬於另一種的單向式資訊或是服務管理的權力配置。 

遠茂光電的總部在創設初期是設置在新竹工業區，但在後來由於考量

形象與名聲等因素，加上公司股票要上市，因此將總部地址遷往新竹科學

園區，但從前述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事實上遠茂光電本身實際在營運的總

部仍然位於新竹工業區。以遠茂的發展進程觀察，一開始是興建在新竹工

業區的仁義廠，後來由於光碟市場的興起，加上申請竹科設廠的審核較為

嚴格，因此後來又陸續在新竹工業區設立了光復廠、光北廠以及仁德廠，

其中的光北廠就是目前遠茂光電的總部所在。而新竹科學園區的廠房，則

主要負責研發次世代產品以及母版的生產，因此形成一種新竹工業區主導

決策的跨區域式生產網絡。 

你說園區的話，其實那邊對於公司的形象比較好，…。進園區有很多限制

啦，成本也比較高，一次又是租 20 年，當初考量到要上市上櫃，所以在

園區度形象比較好，才會在那邊設廠。我們後來也是專門做母版的生產與

研發中心，就把營業地址也遷到那邊。…，後來廠房不足，我們就跟竹科

管理局提出投資計畫，…，光復廠屬於後段製程，負責包裝跟出貨，但是

由於產能的關係，我們又找了光北廠，所以全部是利用仁義、仁德、光北

跟力行廠來 support 後段的製程，…。(訪談記錄 C01-Q1) 

此外，遠茂與工研院的技術合作，亦屬於權力控制的面向，不過像是

這樣技術上的交流，多屬於雙向式的資訊溝通，也就是說多由雙方面進行

溝通與協調。另一方面，地方上的新竹工業區服務中心與廠商協進會在廠

商一開始進駐工業區的同時亦會給予必要的協助與管理，就是屬於另一種

的單向式資訊或是服務管理的權力配置。 

服務中心對於廠房資訊很清楚，當初也都有幫助我們。…。工業區對水電

都提出很多幫助，還有一個廠商協進會，他們是跟服務中心並進處理廠商

所有問題，水、電、交通、路況等事情都是他們在處理。(訪談記錄 C01-Q6) 

竹科那邊是單一窗口，但是工業區不是，環保的問題要找環保局，設廠變

更還是什麼又要找其他單位，什麼東西做起事來都很複雜，也比較慢。竹

科不一樣，他們是單一窗口，主要也是考量到高科技產品的生命週期短，

所以一定要快速。(訪談記錄 C01-Q6) 

然而，若以全球生產網絡的角度觀察，錸德其實是接全球市場訂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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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廠商，因此歐洲、美國、日本等全球大廠在實際上控制了錸德的生產

營運，而遠茂就成為那些歐美日其他廠商第二選擇的 DVD製造商，也就是

說，世界其他握有技術以及擁有大量需求的廠商，其權力又比錸德來得高，

而錸德在生產鏈的層級上雖然比遠茂高，但事實上卻無法控制或是對遠茂

有決策上的干預。因此若是將錸德集團與遠茂光電的角色放在全球上，我

們可以發現是一個權力互相制衡的生產網絡。 

綜合上述，錸德集團與遠茂光電在權力的架構上，可以分為技術權力、

組織權力與廠商內部權力，以技術權力而言，全球關鍵技術廠商擁有技術

的最高權力，並以單向提供資訊的方式予以錸德及遠茂生產光碟片的權

利，而錸德及遠茂與國內工研院與大專院校的研發合作，則屬於雙向式的

資訊交流。以組織權力來說，工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機關與工業區的服

務中心或是廠商協進會，都是屬於政府或非政府式的單向管理權力。至於

廠商內部的權力，由於新竹工業區即為錸德企業總部所在，因此不論是新

竹工業區、苗栗銅鑼或是桃園龜山等分公司或生產工廠，都受到新竹工業

區錸德總部的決策影響，而主要以生產功能為主的大陸分公司，更形成「台

灣接單，大陸生產」的跨界生產模式。但遠茂光電則不然，由於新竹工業

區即為遠茂真正的決策總部所在，因此不論是新竹工業區或新竹科學園區

等生產或研發中心，都受到新竹工業區遠茂光北廠總部的決策影響，而以

研發功能為主，屬於「名義上」的新竹科學園區總部，則與新竹工業區形

成特殊的跨區域生產模式。 

(四)企業的在地鑲嵌 

錸德集團的在地鑲嵌，可以從他們與周遭廠商的互動來表現，他們的

原料(pc 料)大多從國外取得，與國內合作的廠商並不多，而市場又以外銷

市場(88%)為主，因此主要的製程，甚至連光碟的印刷與包裝，都可以在工

業區內即完工並出貨。從下面的訪談中，就可以發現錸德企業與周遭廠商

並不算強的聯結。 

目前我們跟這邊的廠商沒有什麼互動，是很獨立的，我們也沒有什麼協力

廠等廠商在這邊，不過我們會跟光碟機的公司合作來測試一下光碟的相容

性，而這些廠商大部份位在新竹科學園區。這跟產品特性也有關係，我們

的產品不是 OEM、ODM，就是做好的成品，我們既不是原料商，也不是

中間品，所以跟這邊的廠商很少有關聯。(訪談記錄 B01-Q7) 

遠茂光電的在地鑲嵌，與錸德集團相同的情況是，光碟產業由於製程

短，因此從一開始到結束都可以在同一個廠房內完成。遠茂的原料(pc 料)

大多從國外取得，當然也有跟台灣本地這邊取得的部份，但由於這樣的原

因，所以遠茂與國內合作的廠商並不多，而他們的市場跟錸德一樣，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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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銷市場(89%)為主，因此主要的製程，甚至連光碟的印刷與包裝，都可

以在工業區內即完工並出貨。從下面的訪談中，就可以發現遠茂光電與周

遭廠商並不算強的聯結。 

我們原物料都是在新竹以外地區取得，所有製程都是自己弄的，所以跟當

地廠商也沒什麼聯絡，…，主要會有的可能是包材(包裝材料)或是油墨，

才會是從比較鄰近的廠商取得。(訪談記錄 C01-Q7) 

此外，遠茂光電亦認為在新竹工業區雖然發展出許多家光碟產業的廠

商，但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屬於競爭者的角色，而少有合作的關係，這樣所

造成的產業聚集，並沒有形成所謂的「創新氛圍」，彼此的員工不會在閒暇

時交談，所有的技術都必須保密，因此同業廠商之間形成諜對諜的關係，

反而是與異業廠商才會有所鏈結。 

所以我們雖然是同一個產業，卻是有區別的。以碟片的製程來說，其實我

們沒有太多期待，我們是各自獨立的，彼此是競爭者，了不起就是原料可

能會互相支援，但這機會很難，我們既然是競爭者，為什麼要幫你呢？…。

光碟這個產業真的要講群聚，可能得跟異業的廠商吧，跟同業的廠商是沒

有的，我們同業之間真的要找一個特性，有，就是一起對抗飛利浦的權利

金，因為我們產品的製程其實很短，從玻璃射出到包裝，我們不用靠誰

呀，…。(訪談記錄 C01-Q3) 

(五)生產網絡的建構 

由上述三大構面的分析，可以分別解構出錸德與遠茂生產網絡的架

構，錸德在光碟產業鏈中屬於下游產業，產品的特性使得錸德與本地(新竹

工業區)廠商的關聯很少，錸德沒有任何的協力廠在新竹工業區附近，但由

於產品品質的要求，所以通常會選擇新竹科學園區進行產品的測試，因此

錸德主要的生產方式，基本上就是自產自銷、OEM以及 ODM的方式。當

然錸德目前面臨到全球化競爭的影響，亦逐漸打出自有的品牌，除了光碟

片之外，亦涉及到其他儲存媒體，如 USB、記憶卡或是太陽能產品等，不

過錸德在新興開發的產品研發還成立不久，因此還在成長階段。 

在原料這方面，錸德主要是從國外進口，主要的原因還是國內沒有這

樣的技術，光碟片最重要的玻璃是從荷蘭進口，而 pc料則是由日本進口，

雖然這樣的成本會因此提升，但也相對代表了錸德要求品質的精神。國內

目前可以提供 pc料的企業有台塑跟奇美，錸德亦有跟他們交流，但主要還

是因為台塑跟奇美的提供比較不穩定，因此原料還是從國外進口。 

玻璃的來源是從國外(荷蘭)買進來的，我們國內目前做不了這樣的技

術，…。不過現在還是無法降下來的原因，就是因為 PC 料的原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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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的原料都跟日本進口，而且能源的價格一直降不下來，加上台灣的

奇美或是台塑的品質還不穩定，所以我們也比較少跟他們進。因為我們的

PC 料主要從國外(日本)進來，因此成本一定會提高。(訪談記錄 B01-Q4) 

最後在銷售市場方面，錸德的據點遍布全球，在歐洲的生產線主要即

以銷售業務為主，從表 4-15中可以看出錸德主要商品的銷售仍然以外銷市

場為主，雖然從 93至 94年度間總銷售金額成長了 12%，但內銷市場從 93

年度到 94年度卻縮減了 7%，外銷市場的比例都超過 80%。 

表 4-15  錸德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統計表 

9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3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金額(仟元) % 金額(仟元) % 

美洲 8,262,262 35.53% 4,814,639 23.33% 

亞洲 4,465,717 19.21% 4,721,066 22.88% 

歐洲 7,425,44 31.93% 6,941,968 33.63% 
外銷 

其他 167,786 0.72% 163,884 0.79% 

內銷 2,930,658 12.60% 3,998,739 19.37% 

合計 23,251,869 100.00% 20,640,296 100.00% 

資料來源：錸德科技年報，2005 

因此，由上面的敘述可以整理出錸德全球生產網絡的架構。由圖 4-7

可以知道，錸德企業主要的原料來自三個地方，其中又以日本為主要的原

料供應地，其次是台灣與歐洲國家。而在生產線方面，主要仍以台灣、中

國大陸為主，台灣新竹工業區有三個廠，其中錸寶專門負責 OLED的生產，

鈺德亦負責光碟片的生產製作，另外在苗栗亦設有工廠。最後在銷售市場

方面則以外銷為主要市場，內銷台灣的部份只佔全部生產總量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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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網絡 銷售網絡生產網絡  

圖 4-6  錸德集團生產網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同樣的方式，遠茂在台灣屬於光碟生產的第二層生產代工廠商，產品

的特性使得遠茂與本地(新竹工業區)廠商的關聯很少，因此遠茂主要的生產

方式，基本上也是從事自產自銷、OEM以及 ODM的方式。同時，考量到

目前 DVD市場的飽和，遠茂逐步進行產業轉型的策略，但發展的產品則與

目前的生產沒有太大的關聯，加上遠茂屬於中小廠，無法與全球知名企業

打品牌戰，因此對於自有品牌提升的策略亦較少考量。 

在原料這方面，錸德主要是從國外進口，從表 4-16中可以看出，幾乎

所有的原物料都以日本為主，而國內目前可以提供 pc料的企業有台塑跟奇

美，但主要還是因為台塑跟奇美的提供比較不穩定，因此原料還是從國外

進口。 

表 4-16  遠茂光電主要原料提供地區表 

主要零組件主要零組件主要零組件主要零組件 主要提供者主要提供者主要提供者主要提供者 次要提供者次要提供者次要提供者次要提供者 

PC料 日本 台灣 

介電層靶材 日本 美國 

相變化層靶材 日本 美國、瑞士 

光、熱補償層靶材 日本 美國 

金屬反射層靶材與保護膠 日本 台灣 

貼合膠 日本 瑞士、台灣 

資料來源：遠茂光電年報，2004 

在銷售市場方面(表 4-17)，遠茂所遵循的是「追隨客戶」的原則，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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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趨勢往哪裡走，遠茂就會拓展該地的市場，以目前的狀況來說，遠

茂以外銷市場為主，且訪談記錄中明確指出遠茂正積極拓產中南美洲的市

場，並且由於歐盟「反傾銷」的規定，使得歐洲市場將會逐漸萎縮。 

我們公司以空白式的 DVD 為主，當初廠商分的很散，日本、韓國跟美國

都有，中南美洲也有。我們 80%的產品以外銷為主，現在也以中南美為

主。…，美日歐的市場已經飽和了，但是我們還是要生存呀，所以就會跟

隨著客戶走，…，我們在歐美其實各設有一個服務中心，但是後來撤掉了

歐洲的服務處，主要是因為歐盟那邊有「反傾銷」的規定，國內還請過外

貿協會處理這些事情。基本上結論就是客戶在那邊，我們就得去哪邊，現

在既然是中南美比較好，我們就跟著去那邊。(訪談記錄 C01-Q5) 

表 4-17  遠茂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統計表 

93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金額(仟元) % 

美洲 1,388,128 30.29 

亞洲 1,638,747 35.76 

歐洲 1,079,357 23.55 
外銷 

其他 15,117 0.33 

內銷 461,060 10.07 

合計 4,582,409 100.00 

資料來源：遠茂光電年報，2004 

因此，由上面的敘述可以整理出遠茂光電生產網絡的架構。由圖 4-8

可以知道，遠茂光電主要的原料來自主要幾個地方，其中又以日本為最重

要的原料供應地，其次是台灣、美國與歐洲國家。而在生產線方面，以台

灣的新竹工業區為主，設有三個廠，其中光北廠為遠茂企業實質上的總部，

在新竹科學園區則有兩個廠，一個為研發中心與總部，另一個則是負責生

產、包裝與出貨的廠房。最後在銷售市場方面則以外銷為主要市場，內銷

台灣的部份只佔全部生產總量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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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遠茂光電生產網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個案比較個案比較個案比較個案比較與圖像化分析與圖像化分析與圖像化分析與圖像化分析 

(一)個案整理與比較 

根據上述之分析，本研究整理錸德科技與遠茂光電兩個分析個案的比

較如表 4-18並詳述如下。 

錸德集團在新竹工業區的發展比遠茂光電更早，因此在產品的特性上

亦有所差異，錸德集團與新竹工業區其他光碟片製造商一樣，從早期的 CD

產品開始就已經進入市場，並且亦涉及到 DVD的光碟片製造，而遠茂則是

一開始發展就以 DVD 產品為主。雖然 CD 的發展歷程比較長，但是 DVD

從一開始發展到現在，就已經走完了 CD 光碟片發展的過程，這樣的結果

代表 DVD發展的層次已經逐漸達到頂峰，就跟 DVD的市場一樣，已經慢

慢飽和，因此現有的廠商亦很少從事光碟片的製造。 

以 Henderson et al.(2002)的分析架構來比較兩大企業後發現，錸德科技

畢竟是全球光碟片製造業的龍頭，因此不論是在價值的創造、增強與獲取

的過程中，都表現的比遠茂光電來得好。雖然他們在技術上都需要外國公

司(如 Philips與 Sony)的授權，但是從面對產業困境的反應中可以知道，大

廠對於這樣的情況會傾向走自有品牌的路線，而中小廠則是積極轉型，因

此研發的方向就會有所改變，進而影響現有產品價值增強與獲取的能力。 

本研究會選擇遠茂訪談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該公司在竹科與工業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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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廠，可進一步幫助研究釐清跨區域性的生產網絡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遠茂的總部雖然是在竹科，但那是「名義上」為了打造本身企業形象所致，

他們真正的決策單位仍然是在新竹工業區，與錸德集團的情況相同。從新

竹工業區負責整個廠商的運作，包括接訂單等工作，也因為這樣，錸德形

成「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兩岸分工現象，而遠茂則完全是由竹科與工

業區互相平行的研發總部與生產中心進行營運。 

表 4-18  新竹工業區個案比較分析 

 錸德科技 遠茂光電 

投資動機投資動機投資動機投資動機 
基於土地的因素，選擇可以買賣土

地的新竹工業區而非新竹科學園區 
- 

產品特性產品特性產品特性產品特性 CD、DVD、OLED、USB等 DVD為主 

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 中等程度，技術授權來自國外 中等程度，技術授權來自國外 

價值增強價值增強價值增強價值增強 
自行設有研發中心，改善品質能力

良好 

雖設有研發總部，但研發主體以下

一世代產品為主 

價值獲取價值獲取價值獲取價值獲取 OEM與 ODM為主，賺取代工費 OEM為主，賺取代工費 

決決決決策區域策區域策區域策區域 總部在新竹工業區 
總部在竹科，但實際決策單位在新

竹工業區 

同業廠商同業廠商同業廠商同業廠商

關聯關聯關聯關聯 
低，很強烈的競爭關係 低，很強烈的競爭關係 

異業廠商異業廠商異業廠商異業廠商

關聯關聯關聯關聯 
中等程度，以原料與光碟測試為主 中等程度，主要以原料為主 

地區制度地區制度地區制度地區制度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租稅減免 租稅減免 

地方組織地方組織地方組織地方組織

的協助的協助的協助的協助 
工業區服務中心，廠商協進會 

工業區服務中心、廠商協進會、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技術交流技術交流技術交流技術交流 工研院與大學 工研院 

全球生產全球生產全球生產全球生產 
英、澳、日、德與中國都有生產與

服務據點 
- 

跨界生產跨界生產跨界生產跨界生產 

新竹工業區內有錸寶科技，中國大

有滬錸光電，另外在桃園、苗栗亦

有工廠 

新竹科學園區設有營運研發總部 

原料來源原料來源原料來源原料來源 日、歐、美、韓、台灣 日、美、瑞、台灣 

主要市場主要市場主要市場主要市場 外銷市場(88%) 外銷市場(89%) 

面對產業面對產業面對產業面對產業

環境艱困環境艱困環境艱困環境艱困

的反應的反應的反應的反應 

改以自有品牌的方式主導市場 
另行研發新世代產品，不打自有品

牌的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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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兩家公司在進入新竹工業區之初都受過服務中心與廠商協進會

的幫助，遠茂同時亦受過竹科管理局的幫助，這都是在地機構或組織對於

企業的幫助。以制度面向來說，土地的租稅減免自然也是廠商考量的主因，

而遠茂認為由於竹科管理局的層級高於服務中心，因此在處理起事情上面

亦相對「有力」許多。若以廠商面向來看，光碟產業是相當競爭的，因此

同業之間互不相讓的情況很多，顯示出光碟業競爭的激烈程度。但另一方

面，全台灣主要五大光碟廠，卻有三家位於新竹工業區，本研究認為這樣

的原因，可能不屬於群聚效應的一環，應該單純只是產業的「聚集」現象，

因此他們沒有合作的關係，沒有技術的交流，但卻聚集在一起，冀望藉由

錸德這樣的主要廠商可以共同分食全球市場的訂單。 

(二)圖像化(mapping)分析 

根據上述的分析，本研究以 Henderson et al.(2002)的理論架構貫穿全

文，並據以修改該學者所提出圖像化(mapping)的方式來檢視新竹工業區與

周邊地區全球生產網絡與跨界生產網絡之間的關係。分析內容詳如下述與

圖 4-9所示。 

圖像化分析將本研究分為三大區塊，分別是新竹工業區、新竹科學園

區與中國大陸。以新竹科學園區而言，周邊有工業研究院，專門負責技術

研發的工作，對於本研究中的訪談廠商，遠茂光電在技術上的提升有一定

的幫助，此外由於鄰近性的關係，因此對於錸德科技的技術亦有所助益。

同時在園區內部的工業園區管理局對於廠商具有單向式的管理與協助權

力，加上遠茂光電在新竹工業區亦有設立工廠，因此形成雙邊的跨區域式

生產網絡。在這邊值得注意的是，遠茂光電的總部設立在竹科，但是在權

力的決策面向上，仍然以新竹工業區為主，這是因為遠茂的總部專門負責

研發與包裝配送，以及擁有由竹科打造出來良好的形象與名聲，而新竹工

業區本身才是決策的中心，這與本研究一開始主觀認知的現象並不相同，

而遠茂在工業區的工廠亦同時受到廠商協進會與工業區服務中心的管理及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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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全球生產網絡圖像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錸德科技的全球據點相當多，但本研究為將焦點聚集在「跨國界」與

「跨區域」兩種不同跨界網絡的比較，因此簡化錸德的生產網絡，將重心

放在新竹工業區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錸德科技不同於遠茂光電，屬於

大型的集團企業，除了擁有國內底下的子公司外，亦有投資國碩科技與利

碟科技，並在中國大陸設有主要的生產工廠，因此以新竹工業區為總部的

錸德科技，擁有相當大的主導權力，並且將生產線外移至大陸，以台灣接

單的方式生產營運。同時為分散風險，錸德科技亦研發不同的產品，其分

公司亦多設在新竹工業區內，以利總部的決策管理。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上述的分析與整理比較，可歸納出以下結果： 

1. 以 GPNs的觀點檢視新竹工業區內光碟產業的廠商後發現，其生產

網絡中對於價值的創造與獲取的能力較弱，主要原因還是技術的授

權來自國外；而權力方面則仍然以台灣總部主導生產決策；在鑲嵌

方面，與周邊廠商互動不多，形成強烈的競爭者角色，但受到當地

制度影響與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仍多。 

2. 以跨界生產的關係來看，錸德科技在權力的構面上形成「台灣接

單，大陸生產」的模式，遠茂光電則是以新竹工業區為決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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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為研發中心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造成這樣差異的原因除

了廠商規模大小之外，還有產品特性與進入 DVD市場的時間點，

因此形成了跨國界的生產模式與跨區域的生產模式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