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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1 

第一節  政府干預與產業發展理論 

關於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論述，長期以來就是相關學門研究焦點。其

中政府干預的正當性主要是來自對「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的修正與

補救（林森田，2003；邊泰明，2003）。這裡存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的完美

模型假說；市場運作機能是資源效率分配的保證，一如 Adam Smith 所言它

像「看不見的手（invisible hand）」透過所有經濟理性決策者追求私利的自

發行為，達到柏拉圖最適境界（Pareto optimum）。換言之市場功能就是社

會上每個人在自由意志下，沒有政府干預指導，令由市場供需運作而每個

人自己都達到效用極大的均衡效果（張清溪等，1985）。然而完全競爭市場

卻需要具備以下條件，譬如有眾多生產者與購買者且二者都是價格接受

者、生產者產品品質是同質的、生產者和購買者分別追求最大利潤與最大

滿足而他們都有決策所需的完全資訊，此外資源能自由流動無人為干預（林

森田，2003）。只是現實環境存在許多原因導致財貨或勞務在提供過程中，

不能為那些具有價值的財貨或勞務標的交由市場來決定價格，亦即所謂的

「市場失靈」；外部性（externality）、公共財（public goods）、寡占（oligopoly）

和獨占（monopoly）都是造成上述失靈主要原因（邊泰明，2003）。政府干

預正是為了修補市場運作的不完美；它提供實施與保護產權的法律架構來

促進市場運作、提供市場無法供給的公共財、提供更多與廣泛的訊息給市

場參與者、解決妨礙競爭的問題、解決外部性問題、解決生產過程與所得

分配不公義問題、穩定資源流動使其有利於發展，以及減緩經濟劇烈波動；

因此才有 1930 年代起盛行的凱因斯學派所主張的「大有為」政府（于宗先

等，2003）。 

上述文獻概括性地描繪出政府在經濟活動，以修補市場缺陷為目的之

工具性、功能性（functional）導向，且較為被動的正當性（瞿宛文，1997）。

但是有更多證據顯示，政府干預就像隻「看得見的手（visible hand）」有更

多主動目的，不止是以上所述為了修補市場而來。譬如政府有增強統治力

量、維持既得利益者利益、因應天災人禍造成的資源匱乏和發展初期資源

                                                 
1 本章部分研究成果曾發表於，沈明展、林淑雯、邊泰明（2005），「台灣地區工業園區公

共服務價值評估之研究」，台灣土地研究，第 8 卷 2 期，頁 49-71。沈明展、蔡佩純、邊泰

明（2006a），「創新系統下的產業網絡行為：以數位遊戲產業為例」，科技管理學刊，第 11
卷 3 期，頁 119-148。沈明展、林淑雯、邊泰明（2006b），「工業園區公共服務廠商滿意度

與制度因素之研究」，住宅學報，第 15 卷 2 期，頁 23-44。沈明展（2007b）「產業的地區

連結與合作：以鶯歌陶瓷產業為例」，2007 年全國土地管理與開發學術研討會－全球化環

境變遷與地域發展競合，台南：長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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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以及要達成某種特定目的等複雜理由，進行各式各樣干預。常見的

方式尚包含法律上許可、管制與禁止某項活動；或是投入經濟運作，如興

辦事業的直接干預2、或是獎助產業活動和透過公共建設來引導地區域經濟
3的間接干預（于宗先等，2003）。 

儘管政府有強烈的干預目的和形形色色的干預方式，政府和市場一

樣，相同地會出現失靈現象。所謂「政府失靈（government failure）」是指

政府干預經濟事務所引發的不良副作用，以及政府能力與公共決策制度的

先天限制。其中造成上述失靈的原因可歸納為政府決策受限於有限資訊，

而政府回應私有市場與官僚政治的控制力相形之下也極為有限，還有決策

的政治過程都會帶來諸多限制（林森田，2003）。因此，若想要透過政府干

預進行經濟活動，基於政府可能失靈的理由，理論上也非是一條成功道路。

綜上，市場和政府二者都有相當的機能與目的，但也都隱含各種失靈的可

能性，所以政府干預和自由市場二者，孰輕孰重就成為理論不停論爭焦點。 

政府干預與自由市場對產業發展影響的實證論戰，主要是集中在新興

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 Countries；NICs）的發展經驗（龐建國，1993）。

依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發展導向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

後進者（latecomers）或後起者（late movers），以及國家引導發展論（state-led 
development）等看似不同的名詞（Amsden ＆ Chu, 2003; Amsden, 1989; 
Gereffi & Pan, 1994; Wade, 1990; 段承璞等，1999；劉進慶等，2005；瞿宛

文，2000；2003；于宗先等，2003），其實探討議題卻是一致。那就是，為

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只有少數國家或地區能夠在短時間內出現亮眼的

經濟發展成果。這裡是指東亞的南韓、台灣、香港與新加坡，以及拉丁美

洲短暫經濟成長。對於這樣有趣的現象，不同理論多從其立論基礎與研究

方法，提出不同論述解釋現象背後隱含之發展模型或路徑。 

一、新古典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東亞地區或國家的發展經驗，驗證了開放與自由市

場 經 濟 的 成 功 ， 這 些 國 家 或 地 區 都 是 主 張 外 部 導 向 國 際 政 策

（outward-looking international policy）的典範（瞿宛文，2000、2003；段承

璞等，1999；于宗先等，2003）。上述地區很大的共同點是對外採取了出口

導向的擴張政策，積極地進入全球市場，而非發展國內市場。透過低廉工

資、土地、勤奮勞動力…等具有比較利益的生產條件參與競爭，並且在競

                                                 
2 對經濟活動運作的直接干預，代表政府對其產業組織所有權的介入，譬如基於各種目的

設置的公營企業，或是藉由政府領導網絡所衍生的公司與創業投資。 
3 對經濟活動運作的間接干預，表示政府對其產業組織並未介入其所有權，譬如對產業研

發創新活動的補助與獎勵，雖有產業類別區分但沒有特定對象；而像十大建設計畫、六年

國建計畫…等對產業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被視為不介入產業組織所有權的間接干預。 



                                                 政府干預對產業合作網絡的影響 
 

 2-3 

爭中追趕工業化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商業規模和累積資本（瞿宛文，

2000；2003）。新古典經濟學提到的新興工業化地區發展模型，呈現一個對

外開放、透過競爭、追趕技術、發展商業規模，和利用擴大商業規模後所

積累的資本，繼續投入技術升級持續參與競爭的良性循環路徑。這樣的發

展路徑，其動力是政府一開始採取開放政策進入全球經濟競爭，以及後來

因為競爭所引發的技術升級。而新興工業化地區或國家的競爭優勢，依據

追趕式產品循環理論（the catching-up product cycle theory）說法，就是低廉

工資、勞動力和環境成本帶來的比較利益（瞿宛文，2003）。 

對於政府干預論述，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是採取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

運作機制，換言之就是弱化政府角色，減少扶植與保護的干預讓市場機能

發揮優勝劣敗的競爭效果（段承璞等，1999）。因為此理論認為政府干預會

產生尋租問題，過度保護還會減低廠商技術升級的意願；受扶植產業不肯

放棄「奶瓶」的行為反而導致其無法長大茁壯，失去「保護」原意（瞿宛

文，2003；于宗先等，2003）。在理論裡，廠商是生產要素與技術進步的函

數；生產要素的比較利益、供應彈性，和技術進步效率共同決定廠商生產

價值（段承璞等，1999）。因而從靜態均衡分析，扭曲的要素供應價格、扶

植和保護政策等都會讓廠商在資源使用與技術進步出現無效率，進而影響

產出和後來的技術升級（瞿宛文，2003）。故新古典經濟學基本上是反對政

府干預，重視透過競爭來實踐產值、技術進步。 

然而這樣的分析卻面對種種批評的聲浪，特別是運用在東亞經驗（瞿

宛文，2000）。首先理論建議政府採取開放政策進入全球市場，和弱化政府

干預來促進競爭，恐怕就和事實不符。少數地區或國家能夠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短時間內表現出亮眼經濟成就者，以東亞成功典範為例，減少政

府干預絕非事實（瞿宛文，2003；段承璞等，1999；于宗先等，2003）。東

亞的政府干預，不論是產業的選擇、保護或扶植，其程度幾乎是全面與徹

底，但這樣的干預不僅無礙於其經濟表現，甚至被認為是新興工業化地區

或國家成功關鍵所在，這類採取干預的國家還被稱之為發展導向型國家

（Amsden, 1989；Wade, 1990）。於此，新古典經濟學對於政府干預，與資

源使用無效率的必然性，以及政府干預不利產業發展的論述都出現嚴峻挑

戰。不僅無法自圓其說，還可能是與事實完全相反；再者從參與國際分工

角度，一開始廠商優勢或許是低廉生產成本，例如工資。但是許多工資更

低廉的落後地區，像是撒哈拉沙漠以南的多數非洲國家卻完全看不到脫離

落後的機會（瞿宛文，2003），東亞是唯一能夠縮小與先進國間差距的地區

（Shapiro & Taylor, 1990; 瞿宛文，2000）。所以低廉的生產成本不會是主要

原因。事實上許多生產成本低廉的國家或落後地區，其資源交換成本、保

護價值剩餘成本可能是很高的。這些地方政治不穩定，社會和經濟制度破

敗不堪，縱然生產成本低，亦難以吸引外資或本地廠商投入生產。他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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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更強而有力的干預來維持生產和交換進行（Amsden, 1989）；這樣說明了

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不是單純依賴工資低進入國際經濟，間接地讓理論

原本建議減低的政府角色，反而獲得干預的正當性。 

其次開放市場參與競爭，追趕工業化先進國家的技術，可能也是一廂

情願的說法。前者有很大的理由是先進國家排擠國內低層次生產技術產

業，和對居於後段生產者採取寬鬆進口立場使然（瞿宛文，2000）；新古典

經濟學忽略國際政治現實環境裡先進國立場的重要性，新興工業化地區依

賴出口擴大成長的發展模式只是歐美日「圍堵」共產國際特定時空的偶然

（段承璞等，1999），不是通則性的發展路徑。此外在先進國壟斷技術優勢

前提下，所謂開放競爭、追趕技術恐怕也是困難重重（段承璞等，1999）。

落後國家或地區要在短時間內於孱弱的基礎上建立工業化，全面性開放競

爭只會讓原本的工業實力更加雪上加霜，如何談得上競爭。廠商參與競爭

的技術和商業規模，在東亞發展成功的經驗是選擇性產業的扶植、保護和

學習等政府干預，才能厚植國際競爭實力，而不是全面地採取開放，優勝

劣敗的結果（瞿宛文，1989）。雖然新古典經濟學仍認為市場經濟的自行運

作，可使資源有效率配置達到社會最大福祉，但在面對批評聲浪時新古典

經濟學也做出若干修正，特別是產業政策補述，亦即「幼稚工業保護理論

與政策4」等主張。該理論認為，產業發展初期，其生產規模、效率都不能

與先進國處於相等地位競爭，若政府不採取保護措施，所發展產業在面臨

先進國競爭時，必然遭受傷害甚至夭折；因此幼稚工業保護理論也成為主

張自由市場機能論者論述政府干預的重大修正，至今即使是自由貿易的主

要倡導者也都會接受幼稚工業保護理論與其政策主張（于宗先等，2003）。 

二、依賴發展理論 

1960 年代中期，根據拉丁美洲經濟發展興起以馬克斯理論為核心的

「依賴理論（dependence theory）」（于宗先等，2003）。該理論認為，在世

界體系裡存在資本主義高度發展的核心（core）國家與低度發展的外圍邊陲

（periphery）國家；後者想要經濟發展，必須減低資本與技術受制前者情

形，進而擺脫其制約與剝削，例如多國籍公司對投資地區或國家的經濟掠

奪（Frank, 1967；1969）。雖然依賴理論已逐漸式微，特別是對東亞新興工

業化地區的成功缺乏有力說明（瞿宛文，2003）；其基本立論中所謂邊陲外

圍不改變對核心國的依賴，其經濟發展不能夠獲得成長的說法就顯得侷

促，無法令人信服。台灣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從來就是依賴核心國家迅

                                                 
4 該理論最早在 1791 年由美國財政部長 Hamilton 於其製造業報告書提出，德國經濟學家

List 闡揚。該理論主張工業發展初期，政府必須採取貿易上的保護措施，使其產業在政府

保護下經學習而成長，如此生產技術得以成熟、生產規模得以擴大、生產成本得以降低、

生產品質得以提高；並俟工業基礎建立後，才能獨立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于宗先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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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長，而它們是依賴理論最有力的反證。 

依賴經濟理論的立論基礎有三，首先是關於自主經濟和依賴型經濟的

區別，其次是經濟發展動力是來自內部再生循環或是外部再生循環的運作

機制，最後是從邊陲型資本主義發展成為成熟的中心型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段承璞等，1999）。從台灣和東亞的案例來看，若衡量經濟自主性是視其

發展模式是外向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話，換言之就是經濟成長是要依靠擴

大本地市場，或擴大外部市場，那這些地區或國家都呈現出依賴型發展形

式（段承璞等，1999）。台灣、南韓與香港等外圍邊陲在新國際分工中所繼

承的是核心國家為自己保留技術優勢和發展潛力後，擴展範圍有限的產

業，其經濟成長建立在外部市場擴大，所以新興工業化地區和國家是依賴

型經濟，非自主經濟；外圍與核心的生產交換關係是極為不平等（段承璞

等，1999）。 

當研究觀察進入具體的產業部門，跳脫籠統地國家整體輪廓式描述，

及自主與依賴型經濟二元爭論，不同產業可能出現不同情形。台灣的塑化

紡織產業，上游的石化和下游的塑膠加工、人纖紡織之間內部再生循環機

制已經建立起來5，只是國內市場規模太小，須仰賴出口來應付不斷增加的

產能（段承璞等，1999）。電子資訊產業不論是初期的加工進口部件再出口，

還是近期研究所揭露，不在台灣內部進行轉包代工的 OEM 生產作業方式

（Amsden & Chu, 200），在在顯示該產業外部運作方式（段承璞等，1999）。

所以單就產業部門，同一境內便可能觀察到傾向於內部再生循環，和始終

以外部運作為主，二者完全不同的生產方式。所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

到底是內生，還是外生？不能單從行政疆界來說明，還要審視部門不同的

運作方式。這裡提供研究者深入產業內部的研究取向，而非圍繞著國家整

體產業層次，過於概括性的描述；畢竟在相同國家境內的不同產業，可能

會發展出完全不同的生存之道。 

在部分依賴型經濟論述的學者眼中，戰後台灣塑化紡織部門無疑是成

功的（瞿宛文，1997；段承璞等，1999）。在國際壟斷資本的現實環境下，

找到資本主義發展缺口；並把資本投入這些生產部門，於核心國家壟斷國

際利益裡擠垮生產利益較低產業，從而在國際分工體系佔據一個相對固定

的地盤，逼迫美國實施經濟制裁或單方獨裁（段承璞等，1999）。只是學者

                                                 
5 根據瞿宛文（1997）的研究，國內塑化紡織產業體系，從煉油－輕油裂解－乙烯－EDC
－VCM（氯乙烯）－PVC（聚氯乙烯）－PVC 皮管布，和接下來的 HDPE（高密度聚乙

烯）、PP、PS、SM 及 ABS（樹酯）塑膠原料；與 CPL（尼龍原料）、EG（聚酯原料）、PTA
（聚酯原料）、AN（壓克力原料）等人造纖維原料業，國內已然建立供應體系並有出口的

競爭力；其中國營中油公司負責上游，中游－台氯公司生產 VCM 則係由政府主導「台氯

計畫」邀集四家民間業者共同投資生產，下游塑膠與人造纖維原料、加工就全由民間公司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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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亦同時認為，台灣其他大半的產業能和塑化紡織產業一樣，發展出如此

規模可能是不容易的（段承璞等，1999）。但不論說，台灣整體經濟或個別

產業情形為何，外圍邊陲的經濟體質因為對核心國的依附太深，故不可能

獨立發展出另一成熟、高度發展的核心型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段承璞等，

1999）。儘管依賴理論對邊陲國家或地區做出不利的推論，但其在經濟發展

理論上的重大貢獻，就是揭示國際經濟關係的不平等本質，引導人們從這

層關係去認識和建議政府之於產業發展角色，是應著手建立經濟自主性來

擺脫對核心國的依附（段承璞等，1999）。 

然而從過去發展經驗看來，台灣乃至於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畢竟是因

為依附核心國而出現成長的事實。依賴理論和東亞成功典範的現實觀察，

二者顯著存在矛盾之處。部分學者認為主要是因為該理論缺少戰後美國核

心國家為了「圍堵」共產國際，刻意地對邊陲地區或國家採取寬鬆與扶植

的政治立場，而這並不符合「核心－邊陲模型」必然會產生剝削假說，換

言之依賴理論的原型並沒有錯，只是核心國改變對待邊陲的立場是有其當

下的政治認識（龐建國，1993；段承璞等，1999）。 

其次備受挑戰的是外圍價值剩餘向核心國完全轉移的絕對性；事實

上，許多研究發現，邊陲國在採取出口導向依附核心國家發展後，多仍能

維持極高的國民儲蓄率，這意味依賴型經濟的價值剩餘並不會被榨取殆

盡，該理論的原始假說有缺陷（段承璞等，1999）。而不同產業在採取出口

導向依賴型經濟發展時，卻也可能得出截然不同的價值剩餘結果，這很可

能和該研究對象創造、提升和擷取工業生產價值剩餘的能力相關（Coe, Hess, 
Yeung, Dicken & Henderson, 2004），不會全然地為核心國所剝削。為此，依

賴理論逐漸演化為後來的「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理論」即是

對 此 提 出 重 大 修 正 。 Cardoso 和 Faletto 運 用 歷 史 結 構 研 究 途 徑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發展出此論述以別於 Frank 的邊陲外部決

定說；他們認為開發中國家是「發展中有依賴、依賴中有發展」，不會因為

受制於依賴就完全得不到發展，而且不同地區或國家因為政府自主性

（autonomy）和能力（capacities）的不同也會有不同的依賴－發展情境，

進而出現不同的經濟成果（龐建國，1993；于宗先等，2003）。 

依賴發展理論曾就東亞、巴西、秘魯、阿根廷與智利等個案的時空背

景與政府差異，所引起不同的發展結果，提出合理解釋與理論修正（于宗

先等，2003）。譬如前面所說，核心國家對邊陲地區可能採取不同的立場來

拉攏它們，邊陲地區也可能因為政府自主性與能力，在依賴發展過程留下

更多的價值剩餘來資助經濟成長。原先依賴理論論述裡，核心國家和外圍

邊陲兩個極端對立的依賴與剝削關係面臨挑戰（段承璞等，1999）。「依賴

也能發展；結合依賴尋求發展」的說法，一語道出政府之於產業發展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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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透過政府的自主性與能力，發展出不同的依賴發展情境來尋求成長機

會。如此取代原本主張依賴會產生經濟停滯論述，並且做為支持開發中國

家參與國際經濟的路線修正。 

三、理論演進 

C. F. Johnson 於 1982 年從政府干預產業發展角度，把政府角色劃分為

像日本、南韓、台灣與新加坡等，致力於發展經濟並制訂產業政策，引導

發展的類型，以及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尊重市場競爭本質，維持市場運

作秩序的政府類型（于宗先等，2003）。前者案例裡，政府被認為不應以被

動工具來看待，此與政府是為修補市場不完美而來的主張，有天壤之別。

Wade（1990）從東亞的觀察研究裡，提出「管理市場（governing the market）」

觀點，認為政府干預可以透過靈活的政策工具，引導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發

展方向與競爭條件。 

政府可選擇產業，在其帶領與示範效果下帶動民間的投資意願；台灣

石化產業就是在公營企業的帶動與示範下，和民間企業後來的跟進與共同

參與，才逐漸開展起來（瞿宛文，1997）。Amsden（1989）的「亞洲下一

個巨人（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探討南韓

迅速成長的案例；她也認為南韓經濟成長的機制，和政府強力主導重工業

發展，扶植財閥、大型企業有關。但不論是台灣還是南韓，東亞經濟成長

都建立在政府干預的基礎上；透過扶植產業組織，例如公營企業與財閥經

濟，並配合補貼措施將各項價格扭曲（getting the prices wrong）為對發展有

利的情況。譬如降低要素價格、補貼或獎勵技術進步、收購或保障成品與

半成品等多種價格修正，才能幫助處於後段、或相對技術落後的製造業，

厚實出口競爭力（瞿宛文，1997；Amsden，1989）。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也

必須有足夠力量，規範所扶植的廠商朝向計畫發展道路。換言之，廠商在

接受政府補貼時，需用績效表現所達成的標準（performance standard）來做

為獲得政府補貼的交換條件（reciprocity）（Amsden, 1989）。 

所以，政府角色不止是在整體產業發展，思考應朝向對外開放、參與

自由經濟競爭，或建立獨立自主經濟體，降低依賴等大的戰略方向。它的

積極角色還包含在有限資源情形下，直接進入產業內對廠商投入不同程度

資源。但是另一方面，為避免因為長期保護而出現廠商負面行為。政府在

扶植產業時，需要建立足以規範引導廠商行為的制度（瞿宛文，1989）。多

數落後國家無法發展的原因就在於其社會結構，難以產生一個有力的政府

提供這類制度，而不在於人口、資源多寡。台灣和南韓在戰後，軍事政府

相對於日據殖民統治後留下支離破碎的知識菁英、封建、地主、勞動或小

農普羅階級而言，是一個相對有政治、武力與知識力的強勢階級，故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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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為此期間整體發展領導（Amsden, 1989）。 

然而政府透過扶植公營企業或財閥，來干預產業發展能一直走下去

嗎？尤其是政府力量式微時，有什麼力量還能既支持又同時規範產業朝向

升級道路；這些問題，Amsden（1989）著作裡並沒有回答。放在資本主義

全球化的角度，于宗先等（2003）和徐進鈺（1997）也都質疑政府干預在

現今時空環境的有效性。政府干預會面臨外來的壓力而逐漸式微，包含貿

易國對出口國施加的單邊制裁、經濟與貿易自由化衝擊、區域經濟整合、

世界貿易組織相關規定、全球資本的流動與連結，這些有形或無形的力量

都將迫使政府干預程度與範圍受到限制，例如公營企業會因而逐漸消失、

補貼與保護主義會受到牽制、政府實際可操作的資源遠低於來自區域或全

球所牽動的超國家集團力量，故而失去掌控的局面。 

因此 Weiss（1995）在討論政府角色時，就把政府干預引導產業發展

擺在一邊，將關注重點轉而放在政府與個別企業，或政府在企業和企業之

間的作用。藉由對企業的獎勵與補助，和金融體系與創業投資支持，還有

政府仍舊擁有的公權力來協調跨部門事務，繼而影響產業走向；而不再是

興辦公營企業。Amsden et al.（2003）在台灣高科技產業實證研究裡，就發

現透過政府領導研發機構來衍生產業組織的方式，已轉變成為政府對目標

產業的新干預模式。政府可以透過其設置的研發機構，來主導選擇性產業

的技術升級與發展方向。在台灣，就是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

工研院）等由政府出資成立的研發機構所衍生的公司，譬如受政府邀請回

台的張忠謀先生，便是從美國德州儀器將半導體製造技術帶回台灣，並由

其主持的工研院台灣積體電路實驗工廠進行製程改善與研發，隨後則衍生

出台積電公司（Nelson, 1993; Amsden et al., 2003）。此外政府的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ism）或是研究成果、人員向私人公司的擴散（spillover）
也都成為靈活的政策工具。如此，政府可以在過去介入興辦事業之外，找

到仍舊可遂行扶植產業組織的方式。 

本文從這些理論中歸納出政府之於產業發展，幾個重要的角色來指引

接下來的研究方向。第一，政府在整體產業發展上具有決定性影響力，政

府可能對某個產業採取寬鬆政策，容許自由市場運作機制、參與國際競爭，

當然也可能對該產業採取鎖國政策，禁止海外投資等；第二，政府擁有領

域範圍內的自主性，故可發展出境內有利的依賴－發展情境，例如利用對

外貿易機會、結合內部需求進行談判，反之運用來自外部壓力調整內部存

在的既有問題（龐建國，1993；Coe et al., 2004）；第三，政府擁有行政資

源與公權力，可介入產業內規範和引導廠商行為。除了過去的公營企業、

財閥經濟等政府直接興辦產業作法外，目前則可利用政府領導研發機構，

衍生公司與創業投資來影響產業走向；即便是在非目標產業，Amsd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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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的研究觀察也發現，政府領導研發機構介入產業活動的貢獻。有

關政府在廠商層次，發揮規範行為與提供公共服務的功能，似乎有愈來愈

重要的傾向。國內的實證研究發現，廠商並不會因為其產業生命週期的長

短，而忽視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不論處於任何時期的廠商對政府提

供公共服務，都抱持著具有重要性的看法，而且廠商接受政府提供服務的

滿意度則取決於政府立場與態度（沈明展等，2005；2006b）。如此得見，

政府對廠商的影響力，在全球化今天關於廠商層次的事務性服務，如公權

力、資源投入…等，相對於政府在整體產業發展方向或自主能力展現，有

逐漸加大作用力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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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干預產業模式 

一、國家創新系統 

Lundvall（1992）提出「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認為廠商內部和廠際關係、政府部門角色、財務部門制度、地區

研發活動組織與密集度都是國家創新系統中的核心要素，這些元素在創新

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國家創新系統概念提出後，受到廣泛地研究與討論。

國家創新體系具有多重面向，科技創新與進步是上述相關主角及其行為、

環境、基本條件、政策與制度之間的結構性互動所使然。國家創新系統文

獻強調，經濟的技術成效除了是廠商個體與集體的策略和表現，其他部門

活動者亦在此過程扮演有助於擴散和長遠發展的推動者角色，像是適當的

財務制度、集中的技術機構和研究發展設施、支援的教育訓練系統和政府

政策機構…等等部門，這些配合部門都能提升和重塑技術能力，還能藉由

這些部門，進行更廣泛的區域、國家與國際互動，而不僅限於廠商間移轉

的技術研發。 

根據相關文獻和國內情形，創新系統可歸納出主要行動者為：廠商、

大專院校、公私立研究機構、政府部門、仲介機構等五類（OECD，2001；

蔡佩純，2004）；而在這些主要活動者之間的關係有：廠商與廠商的關係

（廠際關係）、廠商與大專院校的關係（產學關係）、廠商與研究機構的

關係（產研關係）、廠商與具有官方色彩的仲介機構的關係（產官關係），

例如廠商與創新育成中心的關係，至於純粹的行政部門與財務部門則是基

礎與制度環境的提供者，較少和廠商形成合作關係。上述各種連結關係許

多都是由政府主導網絡的結果，屬於典型發展導向型國家的政府干預

（Amsden & Chu, 2003）。不過，這些關係與連結方式亦因為國情不同而

有創新系統發展的差異。張和中（2000）針對英格蘭的國家創新系統提出

產業跨組織技術合作之不同互動形態，包含產學合作、產官合作、產研合

作及廠商與仲介機構的合作，如下表 2.2.1。同樣地，日本也於 1998 年制定

「科技許可組織（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TLO）」等規定，來

規範大學內部設置轄下組織，從事移轉技術給民間企業的法令依據。這是

國家創新系統對大學院校等知識設施的定位，除了教育與知識傳授目的，

也兼具促進產業創新與社會學習的功能。透過「TLO」，大學可以合法地

獲得專利，或是來自知識創新、傳遞的收入，是一種產學合作的良性循環。

日本的產學合作型態有四：（1）企業與大學間之共同研究；（2）大學移

轉技術給產業；（3）利用大學研究成果創新事業；（4）人才代訓與培育

（蘇顯揚，2003；蔡佩純，2004）。各國政府在利用國家創新系統推動跨

領域部門的合作，促進產業發展或是國家層次的技術能力變革（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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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它和過去的政府干預經常使用的，土地提供使用與租稅減免…等

等生產要素價格的優惠，有顯著的不同。OECD 會員國的科技政策與推動

創新系統的情形，多數是強調網絡連結的重要性，並且提及政府在跨部門

網絡互動過程中，尋求結構性因素的突破，與全力支持網絡合作與運行

（OECD, 2001）。 

 

表 2.2.1 英國國家創新系統產業跨領域合作情形 

型  態 主 要 內 容 

產學合作 
政府補助大學的研究專案，以研發成果商品化為主，並且授予各校自行管理權利；

大學內可設置產業移轉聯絡辦公室、技術移轉企業、創投公司。 

產官合作 

中央的產業技術創新輔導，由貿工部（DTI）主導，實施以下技術研發方案： 

1.技術研發：如 SMART, SPU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等 

2.研究合作：如 LINK, General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Programs 等 

3.技術移轉：如 Demonstrator Projects, Teaching Company Scheme 等 

4.海外技術移轉：如 Overseas Technology Promoters, EC Relay Centers,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s 等 

5.管理諮詢：Managing into 90s, Benchmarking Services and Clubs 等 

產研合作 

科技研究組織主要以接受產業或政府委託研究為生。由於彼此功能越來越重疊，為

避免重複研發，於是共同組成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AIRTO）；目前會員超過 60 家，技術領域涵括機械、電子、電機、

資訊、航太、生物科技及製藥等 

與仲介機構

的合作 

由於技術複雜度越來越高，高科技廠商的設立及新產品商品化也越來越複雜，於是

技術仲介機構扮演越來越吃重的角色。 

1.科學園區管理單位：UK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UKISPA） 

2.技術轉移機構：British Technology Group 及 AIRTO 等 

3.管理顧問機構：KMPG, Ernst & Young 等 

4.產業工會／商會：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Bio-industry Association 

British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 

5.貿易促進機構：Invest Britain Board, Locate in Scotland 

6.品保認證單位：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National Weights and Measures 

Laboratory 

7.環保機構：Environment Agency for England and Wales, the Scott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Service in Northern Ireland 

8.專利機構：The United Kingdom Patent office, DTI 

9.創投機構：如 3i, Morgan Stanley UK, J. P. Morgan UK 等 

10.非營利及慈善機構：Well-come Trust, Cancer Research Campaign 等 

資料來源：修正自張和中（2000）；蔡佩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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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年 OECD 開始發展國家創新系統分析架構，提供有別於傳統總體

經濟學觀點的政經分析；OECD 曾對許多國家創新系統中知識生產、分配

與應用進行大規模研究調查，至 2000 年底 OECD 已完成奧地利、比利時、

丹麥、芬蘭、義大利、荷蘭、挪威、瑞典、瑞士及英國的國家創新系統報

告（OECD, 1997；1999；田喬治，2004）。這些報告發現各國國家創新系

統有趨同現象，國家間互相模仿制度的設計，主要是以法令授權進行產、

學、研三者跨組織的合作、財務部門的投入、國家總體 R&D 活動、資源分

配與參與創新合作的組織關係等，這些對國家生產力與競爭力的影響。然

而 Wolfe（2002）在探討國家創新系統作用時，提到此系統強調政府部門對

於產業創新的作為，卻忽視經濟區域的特殊性；區域在國家裡的結構位置

並非一致、均質的，區域有區域的優勢及問題，政府無法制訂一視同仁的

區域政策，所以關於產業發展與技術創新，透過區域內的關係治理才能滿

足區域內個別需要，而不是國家層級的部門計畫。Ohmae（1995）及 Breschi 
and Malerba（1997）也有相同看法，並指出「區域」應成為經濟活動研究

焦點，而不是國家，他們認為「區域」在研究發展和經濟活動，比「國家」

更具動態和彈性取向，亦貼近實際情況，故透過區域觀察，比運用國家創

新系統分析將更具說服力，因此影響產業創新的範圍應被聚焦在區域層級

的探索（沈明展等，2006a）。 

二、區域創新系統 

關於「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RIS）」的理論架

構，Cooke（1992）首先提出全面性的研究觀點與實證案例。他認為區域創

新系統主要是由在地理上相互分工與關連的企業、研究機構與高等教育機

構等關鍵行動者構成區域性的組織體系，而這體系支持並產生創新。對於

傳統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者而言，區域創新系統乃是前者的子系統；Breschi
和 Malerba 就認為由於各產業部門特性、發展路徑與空間條件差異，在國

家創新系統架構下，自然會造成許多不同的子系統，一如工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的地方系統（田喬治，2004）。但對區域創新系統的學者而言，

區域創新系統所指的「區域」不是地理空間的，而是抽象的；它是因為研

究對象所涉及的關鍵行動者，透過關係網絡延展與散佈開來的互動場域，

此場域可能是國家境內的某個地區，例如科技矽谷或休士頓 128 號公路

（Saxenian, 1994），也可能是超越國家邊界形成整合全球的產業治理空間

（Cooke et al., 2004）。Cooke（1992）就認為要釐清「區域」需特別重視

對內成員的相同性、對外的相對性，區域內浮現出具有可辨識特徵的成員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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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區域創新系統的論述實際上包含「網絡（networks）」概念，例

如建構信任（Sabel, 1992）、關連產業群聚（Porter, 1990）、產業地域（Piore 
et al., 1984）與創新氛圍（Camagni, 1991），故區域創新系統不同於國家創

新系統，它強調透過關係網絡來傳遞沈默（tacit）知識與共同學習的運作模

式，而非功能分明、獨立的公、私部門研發投入與總體創新產出的關連性。

Howells（1999）也認為產業創新是透過區域內組織網絡，進行地區交流、

地區研發、地區搜尋、集體學習、知識分享及知識外溢。Doloreux（2002）

則指出區域內互動學習、知識分享、地理鄰近性等組織網絡動態，可用來

表現區域創新系統特色；例如產業因應全球化衝擊的地方生產系統（Local 
Production System；LPS），就是透過網絡連結特定產業在地理空間所延展

出的技術區域（Technological Districts）與學習區域（Learning Region），

以解釋產業創新的根源。這些論述使得網絡分析方法逐漸成為研究區域創

新重要之分析途徑（Moulaert & Sekia, 2003）。 

Koschatzky and Sternberg（2000）提到的 ERIS（European Regional 
Innovation Survey）可作為區域創新網絡典範6，「成功」的網絡取決於廠商

在制度背景下搜尋「合適」成員，並且結合為具有爭取外部資源能力7的組

織；個別廠商若不參與合作，將會減少長期蓄積知識基礎及交換能力，故

個別廠商進行知識創新勢必依賴網絡作用。因而網絡被視為介於市場或科

層組織間的非正式組織（Williamson, 1975, 1985, 1991；Thorelli, 1986）其

基礎為「信任合作」（Sabel, 1992）；這也是區域創新系統與國家創新系統

最大的差異。 

雖然建立信任合作關係的網絡，對創新具關鍵作用（Camagni, 1991）。

文獻也認為具有近似關係距離的組織，易於建立彼此信任。然而 Lynn, 
Reddy and Aram（1996）卻提出「創新社群8」觀點來說明二者其實是相互

矛盾；雖然網絡內部成員，可因近似關係距離強化集結，但網絡也可能出

現超越彼此社會結構或關係距離，而與外部成員集結成新的社群組織。而

當網絡內部愈傾向於前者，同質性高且成員相對封閉的集結時，突破創新

不易發生；若為後者，超越既有社會關係距離而與外部形成新的集結愈多，

則因具有外部資訊媒介的功能，網絡很快地會吸收新知識並向外擴散，故

                                                 
6 網絡的優點在於互補性資源獲取，這些資源是個別行動者在自己統管範圍內無法取得

的，於是透過網絡實現外部效果，若個別網絡參與者藉由水平的、較無階層性的、信任的

關係連結，如此網絡外部效果會特別突顯（沈明展等，2006a）。 
7 這個能力關於接受能力與既存的知識基礎；能力越佳表示將外部知識整合到組織的能力

越好，故與其他參與者合作可吸收新知識（沈明展等，2006a）。 
8 創新社群係指所有直接或間接牽涉到新科技商業化過程的非正式組織結合。創新社群以

技術為中心建立彼此的連結關係，創新社群存在於產業網絡而有超結構及次結構的不同，

並且加以區隔：超結構組織超越網絡既有結構提供參與成員基礎平台的公共財，尤其是在

資訊交流與次結構組織活動的協調等，次結構組織則是整個產業群聚結構內部，因為網絡

形成的次一層聚集，兩者都會產生創新或與自身有關的互補發展（沈明展等，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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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體網絡的創新將愈加快速，擁有愈多異質成員的集結預期會對網絡帶

來更多的突破性創新。所以區域創新系統裡的網絡，雖然依靠關係距離來

建立信任中介機制，但是太過近似關係距離的成員所構成的集結，亦即「近

親繁殖」反是不利創新，反之與超越既有社會結構成員進行連結，雖然不

易有原始的信任基礎，惟一旦此「超結構連結」成形，反倒有利於整體網

絡創新（沈明展等，2006a）。網絡成員的關係距離與連結結構透露了網絡

關於創新的效率判斷，過於依賴近似社會關係的連結不利於創新，適度地

與外部成員進行連結才有助於整體網絡進步。 

現階段政府干預產業是透過上述創新系統，由政府領導研發機構來干

預產業發展（Amsden & Chu, 2003），而非過去的直接興辦公營企業。政

府領導網絡在縫紉機與自行車等傳統產業的作用是新技術開發和移轉，與

協助成立中衛體系制度（Amsden & Chu, 2003；谷蒲孝雄等，1995）。這

些主要是由一些政府機構負責或提供協助，例如工業技術研究院材料所為

自行車組裝廠「巨大」開發碳纖維車架，建立圍繞「高林」、「伸興」和

「勝家」縫紉機 OEM 組裝廠之中衛體系（Amsden & Chu, 2003）。至於其

他廠商是否共同參與合作計畫，法律上並無強制性。它是透過再下一層的

區域創新系統，運用成員間彼此的關係與信任合作程度，還有廠商個體的

意願來促成與運作，因而政府協助推動的中衛體系，在許多產業，由於是

外部強力扶持而成立，在廠商體質差異過大與需求未必相符下，也未如預

期，出現令人稱羨的佳績（Amsden et al., 2003；谷蒲孝雄等，1992；段承

璞等，1999）。 

政府領導研發機構扶植目標產業，相較於過去的公營企業；目前國家

創新系統則是透過衍生公司來扶植高科技產業。譬如半導體業與光罩製作

業所衍生的台積電、聯華電子和台灣光罩等高科技廠商。當然政府過去曾

採取的關稅保護、租稅減免、土地使用策略，如設置科學園區提供種種優

惠等（Amsden & Chu, 2003），這些也都持續在進行中，只是那不是本文

欲探討政府領導網絡干預產業發展模式的範疇。 

以半導體產業為例，台灣連結成網的半導體產業，起源於政府衍生的

「聯華電子」（成立於 1980 年）與「台灣積體電路（簡稱：台積電）」（成

立於 1987 年）二家專門代工生產晶圓的製造工廠；二者都是從前面提到的

工研院，電子工業研究所 IC 實驗工廠衍生出來。隨後，導致上游的 IC 設

計業從 1985 年的八家，成長到 1988 年的五十家。相關研究均指出這和台

積電的成立息息相關。它們有著和主要工廠相同的高科技人才來源，例如

工研院與新竹的清華、交通兩所大學，因而後續的新創公司比較類似區域

創新系統所描述，透過信任合作演化出來的網絡關係，此有別於台積電與

聯華電子是國家創新系統的產物。晶圓生產下游的光罩製作，政府也在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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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從工研院電子所光罩部門衍生為「台灣光罩」公司，這也帶動更下游封

裝測試業的蓬勃發展，國內封裝需求百分之九十九由本地供應，而封裝業

者則有一半生意來自國內廠商，至於人才流動也和新創公司一樣，大部分

來自工研院電子所與政府機構推動的計畫（Amsden & Chu, 2003）。 

政府對待目標產業，不同於過去干預的還有「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ism）」。它是直接興辦事業的轉型；1983 年，在李國鼎先生督促下，

政府開始推動用創投基金提供高科技新創公司發展所需的資金，其主要投

資階段是產業生命週期的擴充期而非技術不穩定的創業前期（Amsden & 
Chu, 2003）。對於目標產業的扶植，從過去石化業的公營企業，到目前的

高科技業衍生公司，政府一直擁有不同程度的所有權。雖然表面上不同，

但從介入興辦事業干預產業發展的角度，政府對待目標產業的直接干預，

從過去到現在並無二致。這也形成和非目標產業相較，在政府干預上始終

不同；後者在政府干預裡，雖然一樣接受來自政府的研發資源，或是中衛

體系制度的安排，但這其中並沒有政府所扶植的廠商存在於非目標產業內。 

不論是目標產業或非目標產業，目前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干預產業方

式，體現國家及區域創新系統「產、官、研」的合作連結。然而，如前文

對創新系統的評論，網絡內部如何形成次一層級的「集結」才是判斷網絡

效率的重點，故而因集結而對權力關係產生的重構，例如加入新成員

（Burgess & Harisson, 2000；Morris, 2004），或是成員在被徵召，集結成

次級團體出現相對位置的界定或再界定現象（Murdoch, 1997）就成為分析

重點。所以，想利用觀察集結來研究政府領導網絡，除了瞭解目前產業之

國家及區域創新系統的組合成員是哪些參與的產、官、學、研單位，亦會

觸及成員在網絡次級團體裡的功能與角色定位；此非原本生產交易所界定

的生產供應鏈的位置。依據理論，少數具遠端控制能力的成員會在網絡的

次級團體裡，擔綱成為核心或重要媒介者角色（Latour, 1987），以政府領

導網絡為例就是衍生公司或研發機構，它們的位置，及它們徵召哪些其他

廠商，來進行網絡裡面次級團體的集結。 

下圖 2.2.1 說明，從理論看待政府領導研發機構，扶植或協助產業發展

的問題。國家層級的國家創新系統，偏重在政府與其他部門研發投入和合

作連結的重要性，但存在著資源投入與創新成果之間必然性的疑義。由於

國家創新系統分析方法所描述的是以整體產業為研究取向，因此過於輪廓

式的內容，導致人們很難判斷資源投入後會發生什麼直接效應，只是最後

獲得一些專利數的證據。而且單從法令與財務來看，各國創新系統也出現

雷同現象，多數強調財務部門支持與法令授權的跨領域合作，並無再有其

他特殊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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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層級的區域創新系統，描述出網絡成員關係與互動，而非單純部

門的連結。應用於觀察政府領導網絡，可進一步在政府領導網絡衍生公司

的背後，發現其所存在的海外學人網絡、工研院與清大、交大等知識機構

的人才網絡，以及政府決策者資本流動網絡。然而，網絡理論曾經提及近

似社會關係雖易於形成以「信任」為中介基礎的網絡，但卻可能因為過於

熟識反而不利於創新，相對地容易出現閉鎖效應，對產業發展而言未必有

益（Lynn et al., 1996）。因而要探討產業在政府領導研發機構下的網絡行為，

應結合國家創新系統所提到的跨部門研發投入與部門合作連結，以及區域

創新系統所申論的成員關係與信任機制，進而從廠商個體角度，觀察其在

此國家及區域創新系統架構下，與哪些單位連結以及所歸屬的網絡次級團

體。換言之，知道廠商個體在網絡中是透過誰來連結到整個網絡，和它們

的網絡位置與功能。如此，才能有助於瞭解廠商實際鑲嵌在網絡的情形，

藉以判斷產業網絡行為在政府創新系統架構下，究竟會基於近似社會關係

而連結，還是出現具有功能互補、跨部門的網絡集結。 

 

研究層級 
 

論述重點 理論運用問題 應用於觀察政府領導網絡 

國家創新系統 
 

↓ 

部門投入與合作功

能；強調資源投入

重要性。 

資源投入不必然促

成產業發展。 
政府領導網絡對目標產業

有衍生公司；非目標產業則

有研發或其他協助。 
區域創新系統 

 
 

↓ 

成員關係的網絡；

網絡形成的關鍵與

互動過程描述。 

近似社會關係有利

網 絡 ， 卻 不 利 創

新。 

衍生公司背後的海外學人

與政府資本流動的網絡。非

目標產業則有影響合作意

願的關係網絡。 
創新系統下的

廠商網絡行為 
廠商與連結對象的

集結；集結成員的

組成與功能角色。 

在 創 新 系 統 架 構

裡，個體連結成次

級團體情形。 

判斷網絡行為是基於近似

社會關係，還是出現具有功

能互補、跨部門的集結。 
資料來源：修改自沈明展等（2006a） 

 

圖 2.2.1 政府領導研發機構干預產業發展的網絡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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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群聚與網絡理論 

許多研究觀察均指出台灣經濟成就，從面向島內市場轉換到出口導向

的成功，其主力軍是民間企業（谷蒲孝雄等，1995）。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

戰後，台灣政府幾乎把所有殖民遺產全部國有化，形成龐大公營企業後，

民間中小企業仍可以自 1958 年起，於產值上和公營企業相較高下，並於

1980 年開始和公營企業維持 80％（以上），對上 20％（以下）的產值貢獻

率。此外公營企業主要盤據電力、能源、石油、鋼鐵、造船、肥料、糖業

等面向島內市場的基本產業，民間企業則從事生產中間產品、終端產品的

中下游部門，以面向出口市場為主（谷蒲孝雄等，1995）。台灣七０年代以

後，中小企業已成為出口產業的重要角色，這在發展中國家是很困難的；

劉進慶歸納台灣民間企業高速發展的因素有三，分別是內發性、外壓性和

政策性三者。依序指的是島內農業加工、金融體系與人力資源具有相對穩

固發展環境，台灣順應時局參與了資本主義國家自由經濟市場的擴張，以

及政府對產業採取保護與放任的交織政策。其中保護政策的對象是公營企

業、大陸遷台的紡織企業和繼承殖民地產業的本地企業，如台泥（有四個

事業體）、台紙（有六個事業體）、農林（有四十五個事業體）、工礦（有一

六三個事業體），至於其他零星經營的企業卻被置於保護圈外，除參與全球

競爭別無生路；正因為如此，中小企業可以不受約束地發展並參與國際市

場競爭9，故在競爭中能倖存者都因而具有強大的活力（谷蒲孝雄等，

1995）。該學者繼續利用官方 1986 年資料估計出中小企業（資金在四千萬

台幣以下，資產總額在一億二千萬台幣以下的企業），其出口在製造業方面

所佔比例約為 65％；所以如果認為台灣經濟是靠出口發展起來的話，那一

直扮演主角的便是中小企業，這點和南韓的大企業、財閥經濟形成明顯對

比，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很少見（谷蒲孝雄等，1995）。 

台灣中小企業的成功，許多研究均指出廠商地理鄰近性與網絡關係所

使然，而地理鄰近性與網絡二者又形成複雜的產業鑲嵌，成為支持產業發

展的社會支援系統，例如民間借貸對企業的金援，和「頭家」透過人際連

帶所建立的產業網絡等行為（洪世章，2001；潘美玲，2001；羅家德，2001；

王志卿，2001）。近年來，關於廠商聚集、群聚和網絡理論的卓越先進發展，

豐富了人們對中小企業地理鄰近性和網絡關係可能帶來產業競爭力的想

像。 

                                                 
9 根據劉進慶的研究指出，1987 年起台灣企業對外投資動向是以中小企業為多，大企業動

作很遲鈍。主要投資地區為東南亞、美國，對中國大陸的投資在當時「背地裡」也十分活

躍（谷蒲孝雄等，1995）；如此顯見，中小企業較為不受約束地發展，和彈性、易地生存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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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集經濟理論 

廠商聚集行為的研究源自於 Marshall 於 1925 年提出的聚集經濟觀

點，此觀點認為廠商聚集於特定地點能夠享受專業投入、專業勞力、共享

基礎設施與資源等好處節省生產成本。Simpson（1992）認為廠商聚集理由

是為了專業勞動力提供、非貿易性專業投入與訊息最大化；這些都可以為

彼此，降低搜尋成本提高媒合機會。廠商聚集帶來生產條件集中有利於降

低廠商間，和廠商與勞動力、相關服務間尋求合作、交易之成本，提高單

位成本的平均生產力，亦即所謂的規模報酬遞增（Krugman, 1991）。這類

造成規模報酬遞增的聚集可能是基於歷史的偶然，但當專業化成立與路徑

相依因素，外部規模經濟會吸引其他廠商，產生從眾聚集；Boschma and 
Lambooy（1999）應用演化經濟學來解析經濟地理時，亦提出同樣的觀點

－規模報酬遞增是形成聚集最重要的因素。Krugman（1991）指出這樣的

經濟效果表現出和聚集廠商有關的專業勞動市場、專業供應商和知識技術

外溢，而此亦是繼續地維持與促進聚集經濟的因素。爾後，學者進一步將

這些外部經濟效果歸納為都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y）、地方化經濟

（localization economy）二者，透過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分析廠商聚集（邊泰

明，1993）。 

假定廠商為生產函數，廠商聚集會出現每單位投入產值規模報酬遞增

情形，而此遞增主要是來自同業及垂直關連產業的影響，還是受到水平與

相關服務的聚集所波及，就是判定研究對象聚集經濟類型依據；但是實證

研究發現過度聚集亦可能引發聚集不經濟，例如擁擠、發展規模受限等負

面作用會造成規模報酬遞減情形（邊泰明，1993）。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對

於廠商聚集行為研究，著重於地理鄰近性、專業勞動力、相關服務，以及

地方化或都市化外部經濟效果的判定。像這樣基於歷史偶然的產業聚集，

繼而發展出包含勞動力與各項服務專業化與空間集中現象，和都市化、地

方化的外部經濟效果；並且持續地帶動更多其他廠商聚集的發展路徑，凸

顯廠商聚集之地在生產條件上是有比較利益的地區。新古典經濟學簡化廠

商 為 同 質 、 無 差 異 的 生 產 函 數 和 忽 略 不 同 地 區 條 件 曾 引 起 質 疑

（Molina-Morales et al., 2004）。在這樣基礎上，研究充其量只能靜態分析空

間相對集中密度，例如區位商數、廠商家數百分比、空間距離和等外在地

理空間的觀察現象，和製造業產值關連；並無法深入瞭解廠商個體聚集行

為背後的邏輯。 

二、產業群聚理論 

產業群聚係指產業裡頭具有投入產出的關連廠商、同業廠商，或是專

業與支援生產的服務提供者、大學研究機構，或是消費者和貿易組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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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與合作活動過程在地理空間的集中；這樣的發展有助於提升產業，乃

至於國家競爭力（Porter, 1990）。然而 Porter 的產業群聚概念並沒有空間限

制，其研究焦點是「廠商互動」，強調具地理鄰近性的同業或異業廠商間，

甚至於與產業組織、研發機構和消費者間，競爭又合作的互動關係，而這

樣的互動有利於創新不斷的出現，故而能夠提升其競爭力（邊泰明、麻匡

復，2005）。 

關於廠商互動進而形成產業群聚觀點，不同學者提出許多可能出現群

聚的地區類型。Geriffi（1992; 1994）從生產供應流程，提出供應端或市場

端二者均可能因具有生產技術優勢而出現廠商聚集。Chen（2003）從生產

製造附加價值的過程，提出不同活動部門透過新的空間分工模式，發展出

不同部門專業化後空間群聚型態；譬如有些區位聚集了產業多數的上游活

動，像研發與設計中心、大學院校與研究機構，故該地區成為產業創新根

源；有些區位聚集了多數生產製造部門，故成為重要的生產基地（Henderson 
et al., 2002）。所以，若從產品被製造過程來看，不論是實體或原料的投入

產出等具有生產供應關係的供應鏈（supply chain），還是基於不同部門間投

入資源或知識，創造、提升附加價值的流程，如價值鏈（value chain）來看，

廠商其實是被分散在生產供應鏈或價值鏈上，從事階段性的產業活動。而

這些都可能因為和其他廠商競爭與合作關係，或基於生產目的，導致該地

區進而因於產業群聚互動成為，在知識、技術、產品或商業運作模式具有

創新優勢的地區。產業群聚受到 Porter「廠商互動」觀點啟發，豐富了原本

廠商空間聚集行為僅探討對產值影響的侷限性，廠商在生產供應、創造與

提升附加價值的過程裡，基於競爭與合作目的而產生的互動與群聚，慢慢

地被實證其具有提升競爭力的作用（Porter, 1990）。當然這其中，地理鄰近

性、上下游生產供應、專業性生產服務、知識機構、產業組織，以及和消

費者和競爭者的互動鏈結都被認為是產業群聚的觀察重點。 

產業群聚理論固然擴充廠商在生產供應鏈和價值鏈上，存在的競爭與

合作互動關係，避免過於簡化所引起的質疑。對於中小企業自發性的鏈結

行為邏輯，提供了基於生產供應、創造與提升價值而集體行動的分析觀點。

但是，中小企業會在特定地區聚集或和特定廠商鏈結，進而對產業發展出

現正面作用，除生產交易的經濟理由，還有基於彼此關係與信任合作的社

會化因素，因而產業群聚理論後來逐漸被網絡論述所涵蓋。網絡理論認為

廠商聚集和連結目的，除了產業群聚理論提及的交易性依賴，還存有非交

易性依賴關係。因而廠商聚集與自發性的互動行為可能和此特殊的社會網

絡關係與制度環境有關。廠商或許基於地理鄰近性、社會鄰近性、組織鄰

近性、認知鄰近性、制度鄰近性等理由（Boschma, 2005）帶來空間或網絡

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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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絡理論 

不同於產業群聚理論對「鏈」的描述。Cooke & Morgan（1993）認為

網絡是一種關係治理；它不像鏈，連結目的與型態相對地較為單純與明確，

容易被界定與辨識。網絡不如科層組織般封閉，平日可能若有似無，但是

關鍵時刻又發揮作用，所以網絡所強調的是「關係」運用。廠商可能在明

確的交易契約外，發展出其他有助於資源交換的「關係」，藉以提升交換效

率和降低風險，亦即所謂的非交易性依賴（MaCann & Gordon, 2000），此

有別於具有明確交易契約關係的交易性依賴。 

網絡不同於市場透過價格機制交換資源，也不是在具有科層階級的正

式組織裡，透過權威與指令來進行資源配置，網絡被視為是介於市場和正

式層級組織之間的經濟運作模式（Grabher, 1993）；然其運作機制為何？鄭

陸霖（1999）研究國際鞋類市場網絡時，在產業內推論出存在於成員關係

裡的「信任中介（trust- mediated）」機制，以區別新古典經濟學主張的「價

格中介（price-mediated）」市場模型，和彰顯產業在地鑲嵌論述的侷限性10；

存在成員關係裡的信任機制會延伸與擴展網絡成員，超越在地空間限制。

至此，成員關係與信任成為產業網絡論述與探討的核心，網絡論述並未限

於廠商之間的生產供應，或提升附加價值的鏈結關係，也不侷限在固定產

業空間裡的論述，網絡會因為交易或非交易性關係與信任中介機制運作，

超越和延伸原本發展空間和合作成員。所以除了生產網絡，廠商還會基於

創新，建立傳遞沈默知識與資訊的網絡（MacKinnon, Cumbers & Chapman, 
2002）；或是基於彈性生產，轉包代工的策略性網絡（Buck, 2000），而不僅

是原本上下游關係而已。 

此外網絡還被認為是將經濟行為鑲嵌依附於特殊社會關係或制度環境

裡（Granovetter, 1985）；所以成員彼此間各種關係的距離就成為建立信任合

作機制的關鍵（Boschma, 2005）。例如地理空間距離、知識認知距離、制度

距離、組織距離和社會關係距離的鄰近性都有助於增加面對面機會、增進

彼此瞭解與建立運作習慣及共識，降低不信任感與發生違反道德行為的風

險（MaCann & Gordon, 2000）。網絡理論提示了產業裡，廠商和相關個體

間複雜的社會化行為，擴大了廠商聚集與產業群聚的研究視野，亦即產業

聚集除了地理鄰近性與生產供應理由的考量外，還存在複雜的社會因素；

而其中，發展出不等距的關係距離，與以信任中介為運作邏輯的合作，促

使產業聚集成為擁有獨特領域性優勢的地區。 

                                                 
10鄭陸霖（1999）的「信任」定義是指交易一方在認知到不確定性下，仍舊自願地採取給

予合作對方（有意或無意）傷害己方利益之自由的行動。一旦信任關係形成，本身就成為

其他競爭者進入障礙，這層信任中介機制會隨著網絡成員延伸到海外，打破「社會鑲嵌

（social embeddedness）」過於在地空間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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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信任合作是網絡發揮正向外部性的關鍵所在（Camagni, 1991），

上述文獻亦提到近似關係距離的組織或個體，較易於形成這種信任合作關

係。但是 Lynn, Reddy & Aram（1996）卻持不同看法，並且提出「創新社

群（Innovation Community）11」觀點，解釋網絡內不同層次的集結，可能

對於創新隱含不同的意涵。網絡內部成員的集結，雖然因為近似關係距離

易於形成信任合作，強化網絡內部次一層級的集結，但也可能出現超越社

會結構或關係距離，興起與外部集結成新的社群組織的可能性。兩者的理

論意涵是，當網絡內部愈傾向於小型、同質性高，且成員相對封閉與穩定

的派系集結（cliques），則創新、進步與競爭力提升傾向於逐步、緩慢地，

突破性創新不易發生；網絡內部若能超越既有社會結構，或關係距離而與

外部形成新的、異質的集結，因其具有外部資訊媒介與功能互補的功能，

網絡很快地會吸收新知識並向外擴散，故整體網絡的競爭力提升將愈加快

速。再者，當整體網絡內部擁有愈多超越固有結構的集結，在進行創新過

程時會更有效率；擁有愈多異質成員的集結預期會對網絡帶來更多的突破

性創新。所以，關於網絡成員關係的論爭，出現以近似關係距離易於形成

信任合作的論述，或是發展新的、異質的、向外的超結構連結，孰輕孰重、

是利是弊省思（沈明展等，2006a）。 

關於網絡理論應用於研究觀察產業網絡時，本文繼續從下表 2.3.1，進

一步說明。前面的在地鑲嵌論述，強調草根（grassroots）的原生網絡關係

（Harrison, 1992; Grabher, 1993）；這樣的觀點被大幅度地運用在台灣傳統產

業中小企業成功典範的研究觀察。許多產業都透露出廠商基於地緣性和廠

商「頭家」的人情連帶，所延伸出產業的社會支援系統，不論是分享訂單

降低風險、尋求擴廠與創業資金的挹注，甚而海外人才流動的行為都和此

既存的原生網絡關係息息相關。在地鑲嵌論述充分地反映出廠商合作，是

基於成員地緣關係與長期熟識帶來信任的基本需求。而這些在地鑲嵌的論

述，對於政府角色幾乎沒有說明；本文亦無從得知政府在此具有原生網絡

關係的合作網絡中之明確的作用。 

Markusen（1996）曾透過系列性的研究試圖將廠商網絡連結歸納出幾

個具有代表性的類型；在其研究中，輪軸式與國家介入型的網絡連結類型

預告了階層性（hierarchical）的網絡關係，大廠和政府機構居於網絡裡的中

心角色，而小廠或是附屬機構與廠商則圍繞其周邊。具有階層性的網絡連

結，廠商的網絡位置與關係是不對等的，明確的中心與邊陲關係，揭示資

                                                 
11創新社群係指所有直接或間接牽涉到新科技商業化過程的非正式組織結合。創新社群以

技術為中心建立彼此的連結關係，創新社群存在於產業網絡而有超結構及次結構的不同，

並且加以區隔：超結構組織超越網絡既有結構提供參與成員基礎平台的公共財，尤其是在

資訊交流與次結構組織活動的協調等，次結構組織則是整個產業群聚結構內部，因為網絡

形成的次一層聚集，兩者都會產生創新或與自身有關的互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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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與資源流動的方向性，相形之下廠商加入網絡的自發性和合作目的受到

相當程度的壓抑。中心對邊陲的宰制或資源分配權力高於合作本身。加入

網絡連結，與其說合作目的不如說資源配置和權利集中的結果，或是基於

生產和交換目的所使然。這點，在 Markusen 的說明裡，涵蓋了有關生產供

應鏈的觀點，例如生產服務、供應者與消費者的連結；而大廠或政府機構

自然是主宰了這些的核心。當然產業網絡連結，如果把研究視野放在地理

空間分析單元，這類的研究成果主要落在學習互動區域、創新氛圍、新產

業空間、產業地域和新區域主義等諸多描述裡（麻匡復，2007）。 

本文研究所關注的是，產業裡面廠商發展自發性合作網絡的影響因

素。故除了在地鑲嵌論述，基於草根性的網絡關係所可能發展出自發性的

合作網絡外，Williamson（1985）從組織交易成本觀點，說明了降低風險與

專用性考量是網絡組織出現的原因。Williamson 的觀點提示廠商在市場和

科層組織之間，自發性發展網絡的行為邏輯。廠商會因為生產財貨交易與

資源交換的風險，以及其特殊需求的資產專用性理由，而在產業內部和具

有互補關係的其他成員發展出網絡組織，而不是所有成員。關於這類「網

絡中的網絡」，還可從 Lynn et al.（1996）的「社群（community）」觀點來

分析。在此觀點下，沒有階層性中心邊陲的緊張關係，網絡成員可以自由

參與或退出；所以這類存在於網絡內，自發性地集結形成的小團體、次級

團體，其彰顯出網絡成員其實是非均質地散佈在網絡中，而和其他成員維

持不同距離。它們可能只和具有近似社會關係的成員來往，並且透過這個

次級團體連結到整個網絡，當然它們也可以基於互補功能的理由，和異質

性高的成員相互集結。但是至少從自發性合作目的來看，其遠大於來自階

層性的影響力；亦即階層性的網絡集結有多少是自發性的合作，並不容易

獲知，但是社群參與的自發性成分應當高於階層性網絡連結。Scott（1991）、

Hanneman（2001）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甚至認為這種網絡內部集結

（cliques）更能真實地反映出自發性的合作行為，而不是整體網絡所能描

述。但是，社群觀點下的網絡集結，固然比網絡連結更貼近於廠商進入網

絡的真實行為，而且其涵蓋的自發性合作目的亦容易被凸顯。但是社群運

作 仍 不 成 熟 ， Cooke （ 1998 ） 就 認 為 這 些 集 結 的 成 員 還 會 以 「 協 會

（association）」形式來確認與分享有別於其他網絡成員的權利與義務。一

旦，網絡內部成員跳脫了網絡連結，和更有合作意願的對象形成協會運作

模式，如此意味著他們在協會裡的發言權利（voice），將和其在具有階層性

的網絡相較，擁有更大權力。而且這類協會的網絡組織，從 Williamson（1985）

的組織交易成本觀點來看，成員的合作風險將會更為降低，畢竟它比起社

群更具有約束力。所以，透過以上文獻的分析，探討自發性網絡合作行為，

網絡組織的自願參與，將比起社群、原生網絡，和階層性網絡，更加彰顯

其自發性合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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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的網絡組織、社群、在地鑲嵌、階層性網絡連結都離不開成

員「關係」論述。例如熟識或近親朋比易於建立以「信任」為中介運作機

制，而集結的行為邏輯；唯，文獻上卻曾提及此類集結，其實是不利於創

新與提升競爭力的（Lynn et al., 1996）。若是說，中小企業面對全球競爭的

成功關鍵真是相關研究所說，因為廠商自發性合作網絡行為使然。那理論

要補充說明的，恐怕是網絡如何避免因為近親關係而產生的閉鎖（lock-in）

效應，以及如何同不熟識、但擁有互補性資源的其他人，建立起以「信任」

為中介的網絡。網絡能為成員帶來正面的外部性，主要是因為成員在網絡

中獲得互補性資源；而互補性資源的「願意提供」，自然是因為「信任」來

做為資源交換與相互合作的中介。只是近親、熟識關係雖可以帶來成員的

信任，但，是否還有未觸及的連結關係，也可能帶來信任；否則過於依賴

關係的連結，易於出現閉鎖不利創新，而當互補性資源不存在於熟識成員

身上時，又該如何去獲得？這些都是網絡理論發展上的問題。 

最後，本文發現不論是討論廠商聚集，與各種網絡關係背後的行為邏

輯，文獻認為可能是廠商基於規模報酬遞增、降低生產供應鏈與價值鏈的

成本，或是原生網絡關係、階層性網絡關係、社群關係、自發性網絡組織

關係等理由所造成，但是這些都對於政府角色的描述卻是極為模糊12；充其

量階層性網絡也僅描述政府機構是網絡連結對象之一，而沒有觸及政府在

促成合作網絡的作用。 

                                                 
12不論是新古典經濟學對聚集的描述，群聚與網絡理論關於互動學習、信任合作的論述，

理論對於廠商空間的集中行為，都習慣性用「演化」的字眼來生動地說明，其逐步形成的

過程。該字眼本身即帶有強烈自發性的意涵，如此更說明，各理論關於政府干預的預設立

場和基本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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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不同網絡理論詮釋廠商合作行為的意涵 

產業網絡分析觀點 理論意涵 

社群與網絡組織觀點 Markusen 網絡連結 

 

◎生產交換目的連結 

◎供應鏈或價值鏈 

◎生產服務；中間投入 

◎供應與消費者、競爭者互動

連結 

  

 

◎地理空間分析單元 

◎學習互動區域 

◎創新氛圍 

◎新產業空間 

◎產業地域 

◎新區域主義 

 
 

◎自發網絡合作行為 

◎社群、派系等網絡內部集結

◎策略聯盟；合作計畫 

◎委員會、協會、公會等網絡

組織 

在地鑲嵌 

 

◎地理鄰近性 

◎草根與原生網絡 

◎人情連帶 

◎產業社會支援系統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