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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行車產業個案研究1 

第一節  產業特性與政府干預產業情形 

台灣自行車產業自始即非像石化、鋼鐵、積體電路、汽車、造船等業

（瞿宛文，1997; 2001; Amsden & Chu, 2003），屬於政府想要積極干預，扶

植產業組織，介入企業所有權的目標產業。然而，觀察其發展歷程，該產

業並未因為非目標產業的原因而表現不佳。自行車產業曾為國內三大創匯

產業之一，為國家賺進鉅額外匯（王志卿，2001），並且於 80 年代取代日

本國，成為全球自行車出口的第一大國2（石育賢等，2004）；至 2005 年，

年度出口金額已經來到新台幣 317 億元以上的佳績，而且目前呈現穩定成

長的趨勢。 

自行車業自 1972 年進入全球競爭市場（瞿宛文，1993），迄今已超過

卅個年頭。綜觀其發展，歷經「受託原廠製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和「自有品牌生產（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
OBM）」的不同階段。這些階段隱含著該產業全球生產的改變；從代工生

產製造者角色，發展成為以品牌進入全球市場的廠商。於此期間產業的區

域治理，多次出現產研（官）合作、產學合作，或由廠商合作組成的正式

與非正式產業組織，例如政府主導的「中心衛星工廠制度（簡稱：中衛體

系）」3、「自行車工業研究發展中心」4，或由廠商自發地組成的「台灣區自

行車輸出同業公會（Taiwan Bicycle Exporters’ Association；TBEA）」和

「A-Team」聯盟 5等機構，做為自行車業知識、技術與共同商業運作基礎

的組織。合作組織出現意味著該產業不同階段的發展關鍵6，也是廠商在公

開市場和具有層級的正式組織間，透過區域治理結合之非具有科層關係的

                                                 
1 本章部分研究成果曾發表於，沈明展（2007a）「後進者生產製造部門的全球連結與轉型：

以台灣地區自行車產業的轉型為例」，土地經濟年刊，第 18 期，頁 147-186。 
2 補充說明：2005 年，台灣為世界自行車出口的第三大國，中國大陸為第一，其次為印度；

前二者出口的車款多數以通勤用的代步車或載貨的人力車，台灣則是出口高單價的運動休

閒自行車（石育賢編著，2005）。 
3 經濟部為避免自行車產業大小廠間惡性的削價競爭，獨立發展專業部門，故於 1984 年

將自行車產業規劃為以中心廠為核心，協力廠為衛星工廠的合作生產體系，當時有太平

洋、旭光、巨大、美利達和太航五個中衛體系（石育賢編著，2004）。 
4 「自行車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係 1990 年 6 月，為改善自行車技術受制日本現象，遂由

經濟部工業局建立關鍵技術支援系統並與業者合資成立；10 月起開始接受工業局委託執

行「自行車傳動系統組件配套研究發展計畫」等一連串研發計畫。 
5 A-Team 是由巨大機械和美利達工業二家成車廠及其衛星工廠組成的產業組織，目的在

建立生產現場、研發、銷售體制的共同規範與對策（石育賢編著，2004）。 
6 中衛體系宗旨在建立組裝廠和零件商的合作網絡、自行車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目的在提升

產業技術與新品開發、TBEA 成立意旨是為了解決國際貿易與訴訟問題，而 A-Team 聯盟

是為了建立共同的商業運作模式，例如引進日式豐田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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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組織（Williamson, 1975, 1985, 1991；Thorelli, 1986）。而這其中，政府

對上述產業的自發性網絡組織的作用為何？是否亦隨著不同階段發展而出

現變化，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透過產業網絡分析方法向下延伸至自行車產業內，利用政策文本

分析與深度訪談方法，觀察該產業內部因應產業發展不同階段，所存在的

產業合作網絡行為，來回應政府間接干預對非目標產業中小企業影響，是

否誘發出有利於產業發展的網絡連結？藉此，檢視中小企業網絡理論運用

於台灣現階段，有關政府角色與廠商自發性合作網絡之間的關連性。 

自行車具有使用方便、價格低廉、保養簡便、不耗用能源及無污染等

特性；隨著世代交替，自行車除提供代步亦賦予運動、休閒新功能（石育

賢編著，2004）。所以從產品需求特性來看，自行車業的產品光譜極為廣泛，

它可以提供落後國家做為通勤使用的交通工具，也可做為先進國家舒適的

運動休閒器材，從最簡單的代步功用到複雜的運動功能。正因為自行車產

品用途廣泛與需求差異，故如何透過研發創新、市場區隔，發展有利的、

具競爭力的車款產品就成為該產業發展的第一個產業特性。廠商可以鎖定

高價位、高科技材質的多功能運動休閒自行車，亦可以大量生產、價格低

廉的代步用自行車或負載用人力車。 

此外日本因為高齡化原因，電動自行車亦深受到老年人、行動不便者

喜愛，它的免踩踏耗力，對於老年人、行動不便使用者，具有解決短程交

通及運動復健，二者相互兼顧的特殊使用目的；此趨勢亦使未來自行車業

發展，出現新的一頁（石育賢編著，2004）。因而自行車產業雖然是成熟的

傳統產業，但是由於從業設計者源源不斷的創新，使得該業產品多元、用

途廣泛、每每都有新穎具革命性用途出現，故該產業能夠歷久彌新。 

自行車產業做為成熟的傳統產業，主要是來自對其產品標準化的觀察

（瞿宛文、李佳靜，1999）；儘管近年來自行車車款不斷推陳出新，但是自

行車的基本結構長久以來已經很少有變化。自行車零組件具有相當標準

化，也就是資產專用性小，透過公開市場來供應零組件的風險與不確定性

小，不需要將生產垂直整合在單一的企業組織內（瞿宛文、李佳靜，1999）。
如此，自行車零組件標準化發展，導致自行車業逐漸走向，組裝廠與零組

件廠分開發展，模組化、專業化生產模式的道路（Sturgeon, 2002），而非過

去福特主義式垂直整合、一貫作業生產方式。 

下表 5.1.1 說明了自行車主要是由六個大系統所構成，並由 2000 個主、

次要零件裝配而成（石育賢編著，2004）。自行車組裝和零組件分開生產的

模組化作業模式，是該產業的第二特性。它的好處除了上述所言，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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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部門可以基於模組生產特性，發展出各自零組件與半成品的專業化、

規模經濟，而不用擔心與組裝廠之間有不合用的問題。更重要的是，模組

化生產有利於異地加工等生產空間分散化；透過生產供應鏈，將不同地理

空間模組化生產的半成品，運送到具有技術能力地方組裝（Geriffi, 1994），
或是把模組生產部門，依據地理空間個別發展條件與比較利益，分散不同

的生產部門到這些產業空間裡（詳「理論基礎」一章）。如此，在經濟全球

化、自由化衝擊下，可以有效利用不同區域的資源與優勢，發展出最有競

爭力的生產模式，例如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之類的三角貿易模式（張維安

編，2001）。 

 

表 5.1.1 自行車構成系統與主要零組件一覽表 

 構成系統 主要零組件 

車架系統 前三角：上中下管、車頭管、座管、導管前通上接。 

後三角：後插上下管、後差勾爪、中間接頭、止管。 

傳動系統 大齡盤、曲柄、鏈條、飛輪、前後變速器、腳趾夾、腳踏、腳踏夾帶、

五通碗組、變速撥桿、鋼絲保護蓋、變速外套管。 

車輪系統 花鼓、輪圈、鋼絲、內外胎、內襯、氣嘴、銅頭、快拆把手。 

轉向系統 前叉、前叉勾爪、前叉接頭、前叉碗組、手把、手把纏帶、手把立管、

握套、車首接頭、座墊、座墊立管。 

剎車系統 前後剎車器、剎車把手、剎車線、剎車線外套管、倒踩剎車、花鼓、

花鼓剎車、來令剎車、剎車固定座。 

自

行

車

基

本

結

構 

附    件 反光鏡、檔泥板、貨架、打氣筒、車前燈、車鈴、鏈蓋、磨電機、鎖、

尾燈、菜籃、水壺、水壺架、停車架、肩背帶。 

資料來源：修正自石育賢編著（2004） 

 

然而，自行車業並不是一開始就走向，組裝廠與零組件廠獨立發展，

模組化、專業化的生產道路；至少在台灣就不是如此。這背後隱藏著政府

干預，律定廠商供應關係與生產秩序的具體手段。1958-1962 年間，國內四

大自行車組裝廠倒閉，就是受到小廠價格的惡性競爭所導致（石育賢編著，

2004）；當時組裝廠為了避免零件商壟斷與囤積零件，故而除了組裝成車，

亦生產及庫存所需裝配的零件，來維持穩定的生產供應。同理，零件商生

產自行車零件外，也嘗試垂直整合、從事組裝成車，增加及突破既有的生

產利潤。由於是時，自行車產品材料、技術都處於進入競爭門檻極低的幼

稚工業局面，車款也以單純代步使用為主，故在零件商和小廠低價惡性競

爭下，四大廠紛紛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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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決上述廠商間惡性競爭行為，以及改善負面、不信任的廠商關

係，政府於 1984 年透過「中心衛星工廠推動小組」建構屬於自行車產業的

中衛體系（石育賢編著，2004），這是政府干預對產業網絡最大的貢獻

（Amsden & Chu, 2003）。該制度設計的原意是，克服前述中小企業因為規

模小，難以建立完整供應體系與產業升級的問題（谷蒲孝雄等，1995）；讓

原本獨立的中小廠聯合起來，納入一個虛擬的大企業運作範圍。組裝廠一

方面可以獲得零件商穩定供貨承諾，專心發展核心技術；另方面零件商因

為供應合作，亦減少垂直整合意圖與惡性競爭，專心發展零組件的生產技

能（Amsden & Chu, 2003）。 

雖然部分文獻從中衛體系合作績效（谷蒲孝雄等，1995；Amsden et al., 
2003），和自行車零件商平均供應二十家組裝廠，而每家組裝廠又分別向六

十家零組件供應商買零件的具體事證，來說明自行車產業不具封閉的生產

網絡關係（Amsden & Chu, 2003）。但從國內自行車業發展出上、中、下游

緊密完整的生產供應體系（石育賢等，2004）、零組件商加入組裝廠採購名

單的門檻，和廠商間自發性組成網絡組織的集體行動，像 A-Team 聯盟成立

與 TBEA 設立等等諸多事實來看，雖說自行車業沒有封閉、固定、單一採

購對象，且呈現資產專用性的生產網絡（瞿宛文、李佳靜，1999；Amsden 
& Chu, 2003），但卻可能存在非交易性依賴的社會網絡關係，有助於產業的

集體行動。亦即廠商之間相互熟識，擁有信任基礎，易於在產業內從事非

交易性依賴的合作，而非生產與供應關係；此正是台灣自行車產業以中小

企業為發展主體的特性之一（瞿宛文、李佳靜，1999）。 

根據瞿宛文和李佳靜（1999）研究，台灣政府並沒有對自行車產業進

行，像對待重化工業般的強力干預。易言之，未進行如前面章節內容所界

定，對目標產業採取扶植產業組織、介入企業所有權的直接干預。政府對

自行車業的干預，是以協助解決生產上的問題為主，譬如設立產品外銷標

準，不讓低於標準的產品出口，維持台灣自行車產品在世界市場的聲譽；

其次是輔導產業升級措施，重點放在補助研發上面，譬如於 1991 年設立自

行車研發中心，和推動工研院與業者的產研合作計畫，逐步地完成自行車

關鍵零組件的進口替代。 

因為自行車車款的日新月異、裝配產業特性，和穩定的生產關係與集

體行動，說明了「研發創新」、「模組生產」與「關係網絡」是該產業發

展關鍵。因此，該產業發展過程不斷地出現，與創新知識來源、產業網絡

成員的密切合作，從而追求產業發展。整個產業發展初期，從相關研究可

以看出，存在著政府對該產業品質規範、研發補助的間接干預，以及在政

府建構的生產網絡上，協助組裝廠與零組件廠的垂直分工與合作。然而，

自行車產業發展迄今已超過卅個年頭，相關實證研究僅止於發展初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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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來 OEM 轉型為 OBM 的探討卻不多。自行車產業中小企業面對全球生

產競爭的升級發展，是否維持和初期一樣，由於政府從旁協助的間接干預

所造成，還是廠商自發性行為，而此二者之間的關係為何？接下來，透過

實證研究結果一一說明。 



第五章  自行車產業個案研究                                                          

 5-6

第二節  實證研究 

一、研究設計 

文獻上，網絡分析多使用訪談、參與觀察的質性研究方法（Freeman, 
1979；Tichy, Tushman & Fombrun, 1979；Whetten & Rogers, 1982；Knoke & 
Kuklinski, 1982；Thorelli, 1986）；藉由對個案的瞭解，解析產業內部細微合

作網絡行為，本文亦採用此方法。惟，質性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個案代表性

的疑問，以及個案訪談過程很難從受訪者口中，揭露不利於受訪者本身的

相關訊息。因而，個案訪談對象之選定，會透過初步的網絡矩陣分析，把

該產業幾個不同發展階段，重要產業網絡組織，例如初期的中衛體系和最

近的 A-Team 聯盟，拿來進行成員連結的分析，以判斷網絡中重要行動者7。

最後，再深度訪談這些網絡核心成員，藉此瞭解該產業從 OEM 發展為 OBM
歷程，產業發展所需資源是完全取自政府供給，還是透過廠商，自己發展

出各種合作網絡治理所獲得？ 

要解答研究命題：「中小企業在面對全球生產競爭發展進程，其成功關

鍵的廠商合作網絡，背後所隱含政府干預影響？」。本文選定自行車產業來

做為研究對象，並透過下圖 5.2.1 來解析該產業從 OEM 發展為 OBM 進程

中，政府干預與產業合作網絡二者在不同發展階段裡的功能與角色變化，

藉此回答上述研究命題。從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與中小企業網絡理論，

歸納出中小企業廠商面對全球生產競爭可能發展軌跡，如下圖所示。本地

產業可能一開始只能從事 OEM 或單純製造工作，但是因為產業發展初期有

幼稚工業與缺乏自主性問題，故需要政府提供發展資源，透過保護與干預，

不論是直接或間接干預措施來尋求成長、建立完整供應體系。然而，為確

保全球生產製造中心地位（Sturgeon, 2002；Ernst, 2004），OEM 廠又各自發

展出區域性生產網絡關係，控制生產成本與訂單利潤（Hobday, 1995；Kim 
and Nelson, 2000），如圖中 A 指向 B 的發展軌跡。但，本地產業亦可能從

OEM 或單純製造工作，在「商業創新」與「區域治理」雙重影響下，發展

為 OBM 廠商或品牌地區（Cooke et al., 2004；Brusco, 1982）；而其中，存

在著由政府或各種合作網絡，二者截然不同的產業發展資源提供來源

（Forfas, 2004；Cooke, 1992；Piore and Sabel, 1984）。因此，其發展軌跡也

分別出現如圖中 A 指向 C 或 A 指向 D 的發展軌跡。 

                                                 
7 從產業發展初期的五大中衛體系參與廠商名單、財團法人自行車研發中心的產研合作計

畫參與廠商、TBEA 歷任理事長名單與 A-Team 聯盟成員名單，本文發現美利達與巨大機

械是台灣自行車產業裡最重要行動者，它們無役不與，所有產業網絡組織都有它們的身

影，此外它們也是政策文本有關 OEM 轉型為 OBM 最常被提及的典範，因而成為個案研

究深度訪談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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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下圖中還透露，多數產業發展初期受到政府保護與干預可能是必

然的，這樣產業才能克服幼稚工業與缺乏自主性問題。除非該產業一開始

就是品牌廠商，或歷史悠久、知名的產業地域，擁有豐富的有形或無形合

作網絡可供治理，不用獨自地面對發展初期問題。然而，有些產業自始至

終，發展資源都是來自政府完全提供，像是公營企業；部分產業則很快地

發展出各種合作網絡，如協力廠商，透過治理來壯大自己，並且逐漸地減

低來自政府干預的影響。 

 

  ←───────── 支持產業發展來源 ────────→

  政府提供    各種合作網絡 

 OEM 

或 

單純製造 

●A 

 

●B 

… 

 

 

   …  

●C  ●D …  

   …  

商

業

創

新

維

度 

 

   …  

 OBM 

或 

品牌地區 

   …  

註：虛線表示受到商業創新與區域治理影響下產業移動軌跡；實心點表示不同階段產業發

展定位 

資料來源：修正自 Cooke et al.（2004）；沈明展（2007a） 

圖 5.2.1 中小企業全球生產競爭發展軌跡圖 

 

上圖運用在觀察台灣自行車產業的發展會如何？該產業的產業特性說

明了「研發創新」、「模組生產」與「關係網絡」導向是其發展關鍵。所以，

自行車產業不同階段出現的網絡合作組織，就成為廠商尋求外部資源、建

立產業體系與發展產業的初步證據；透過外部資源治理來彌補自身中小企

業，在研發創新、模組生產與規模不足的缺點。而其中，不乏和政府相關

機構合作，與和廠商自發性形成網絡組織。因而，本文有以下初步推測，

做為後面深度訪談方向： 

1.推測一：台灣自行車產業發展軌跡，應類似上圖所示，在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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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因為不具品牌和技術優勢，故政府成為主導中小企業面對全球生產競

爭的主體；由政府對內整合、實施保護措施與間接干預，對外負起和世界

主要市場廠商談判、維持生產連結責任，例如為留下訂單所做的種種努力。

而廠商是先在政府領導的研發機構協助下，研發創新與追求發展。 

2.推測二：廠商進入全球生產體系後，為確保關鍵生產者地位，故在

短時間內必須發展出模組化生產的網絡，來掌握生產成本與訂單；因此產

業發展軌跡開始出現，往發展合作網絡方向偏移之路徑。故協助建立產業

合作網絡，縮短信任磨合時間，推測應該和政府的正面誘發與干預，具有

關連性。 

3.推測三：穩居關鍵生產者地位後，自行車產業開始從 OEM 廠走向

OBM 品牌商道路。由於此時，生產技術與作業模式已日漸成熟，而追求品

牌需要更複雜的商業運作模式，故政府原本提供的保護、補助研發等措施

也將不符發展需求，廠商需要更強大的合作網絡來建立與維繫品牌聲譽，

故推測自行車產業會隨著 OBM 的落實，出現大幅度地發展各種合作網絡

治理的跡象。 

二、實證研究結果 

1.商業創新觀察：從 OEM 到 OBM 

根據文獻記載，光復初期台灣無自產自銷自行車，因而國內自行車皆

仰靠進口，進口量達 40 萬輛（王金安，2001）。為避免外匯流失，1954 年

政府禁止自行車成車進口，僅容許主要零組件進口；但是 1958 至 1962 年

在小廠的價格惡性競爭下，當時國內四大廠紛紛倒閉，緊接著 1962 年機車

興起，自行車產業全面萎縮（石育賢編著，2004），故在 1970 年以前台灣

自行車產業並無規模經濟，只有零星車行出現，如此更談論不上產業面對

全球生產競爭的議題。 

瞿宛文（1993）指出台灣自行車產業關鍵，是美國最大自行車品牌

Schwinn 在遭逢能源危機，美國國內需求大增，為回應市場供應缺口故於

1972 年來台，以 OEM 方式，委託原廠代工百萬台的出口量，如此才全面

提升台灣自行車業技術與經濟規模。當時台中縣大甲鎮設立的巨大機械公

司，便是以外銷代工生產為主的廠商。然 1975 年能源危機解除，美國不再

需要大量進口自行車，反而控告台灣廉價傾銷，自行車產業再度重創（石

育賢編著，2004）。台灣自行車產業的萌芽、成長與受創，一開始就和以美

國為主的世界市場緊密連結；它奠基該市場的消費需求但也因而飽受其制

裁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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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1988 年日本榮株式會社來台投資設廠，開啟自行車產業跨國直接投資

序幕；自行車業的全球生產連結雖始於美國的 OEM 訂單，但是日系廠商的

跨國直接投資，卻是另一個紀元的開始，二者前後相距 16 年。然而這 16
年期間意味著台灣自行車業已經累積發展出獨特的區域資產，例如由中衛

體系所建構的穩定彈性的生產網絡，足以因應訂單波動，以及穩居全球出

口前幾位的生產量能。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的研究指出，此期間自行車業

從早期的「裝配生產階段」，歷經「擴大出口階段」到「產業轉型升級階段」，

反映在產量排名順序是從世界第七位進階到第四位，並在 1980 從日本手中

奪取自行車出口量世界第一的寶座，1986 年出口量更達到一千萬台（石育

賢編著，2004；瞿宛文和李佳靜，1999）。 

緊接著兩年後，1990 年經濟部核准自行車業赴大陸投資；此項開放的

過程並無太多爭議（陳美玲編著，2003），它不像半導體等目標產業的外移，

引起社會很大的輿論。台灣自行車業可以公開地進行跨界治理，讓原本支

撐生產的腹地一下子從台灣延伸到境外8。外國人直接投資與跨界治理這兩

件事讓自行車業進入一個全新的區域整合發展模式，透過新的外資進入與

低邊際效益生產資本流出，台灣已經蛻變成為自行車產業區域運籌和生產

製造中心，而非只是 OEM 廠9。此時，廠商仍不具有品牌效益，但在生產

製造方面已透過區域性生產網絡，例如台灣的台中與彰化地區，還有中國

大陸的崑山與深圳，確保統包供應或第一鏈供應者角色（Sturgeon, 2002；
Ernst, 2004）。 

廠商開始從生產製造轉為品牌廠商的證據是 1995 年巨大與日本宮田

簽署產銷策略聯盟，與日本三菱重工合作在大陸崑山製造「助動車」上市

（陳美玲編著，2003）。不論是策略聯盟或是合資成立公司，代表企業主開

始向市場端移動，密切注意到市場通路的問題，而不只關注生產製造利潤。

隨後，經濟部審查通過巨大機械於荷蘭成立「穩」，與大陸鳳凰自行車合資

成立巨鳳公司，並以「G＆P」品牌進軍大陸市場；1998 年，川飛與日本前

五大自行車零件廠共同在深圳設立花鼓製造廠，透過和外資合作方式將生

                                                 
8 據受訪的 A-Team 聯盟成員王姓發言人表示，民國五十幾年代的台灣自行車業，在當時

僅屬於內需型產業，民國六十一年（1972）因為幫美國 Schwinn 品牌代工才成為出口導向

的產業，當時配合政府推動的第一次「進口替代」工業政策，開始提升製造技術獨立生產

自行車或關鍵零組件；1988 到 1990 年已經是純粹 OEM 的分水嶺，日系廠商看上本地勞

工技術，紛紛投資設廠或參與經營，而本地廠商也開始到中國大陸內地投資，其中主要是

巨大的崑山和美利達的深圳（沈明展，2007a）。 
9 台灣成為旗艦廠商的區域運籌和生產製造中心，其成就主要表現在自行車業的兩大龍

頭，分別是巨大機械和美利達工業。據受訪的 A-Team 聯盟成員之一王姓發言人表示，旗

下包含台灣和中國大陸內地的生產製造基地，每年提供 80％美國品牌市場，但是以銷售

地為別則是 60％的歐洲，30％的美國，其他地區不到 10％，二者差別在於歐洲人雖然最

喜歡使用自行車，但是採購上傾向於在美國知名品牌專賣店裡選購車種，然而這些車雖然

在歐洲銷售，擁有美國品牌，卻都是台灣及內地生產基地所製造（沈明展，2007a）。 



第五章  自行車產業個案研究                                                          

 5-10

產部門移往大陸，成功地避免日商直接赴大陸投資設廠，可能回過頭來打

擊台灣廠商的生產。1999 年巨大取得美國斯伯丁十年商標權，並以

「SPALDING」成為該公司繼「GIANT」品牌之後的第二品牌；在歐洲市

場部分，也和法商「雷諾」汽車合作開發符合該地區運動休閒需求的新車

款（陳美玲編著，2003）。 

廠商在從生產製造轉向之後，掌握市場通路策略主要是以策略聯盟來

穩定供應訂單，以及投資參與品牌經營或購買商標權。由上述的文獻裡發

現，多數台灣廠商的品牌替代，一開始不是去成立新的品牌，而是採用合

資、購買商標權、合作開發新產品，進入原有訂單提供者內部，或是參與

其品牌產品開發。這樣的優點是，廠商除了保留原有生產製造利潤，也可

節省因培植新的品牌聲譽，額外增加的時間與成本；當然另一個好處是不

必直接挑戰，原有品牌而可能引發的種種疑慮，例如成立新品牌，可能會

引起旗艦商全面抽單，或當地消費者的抵制。 

關於台灣自行車業採化敵為友、迂迴的品牌替代策略，美利達工業總

經理室有以下的表述： 

美利達會投資美國第一品牌，其中的思維有幾度變遷；美利達和其他

台灣車商一樣，一開始是 OEM 廠，但是要站穩生產製造利潤就是不斷擴大

市場規模掌握多數訂單，其中靠的是成本控制、賺的是辛苦錢。……會增

資進入原有訂單提供者－美國品牌廠商內部，主要是我們在生產製造上有

足夠的錢。一開始是希望掌握生產訂單，減少抽單等生產製造的不確定性。

後來發現品牌附加價值的利益真的很高，而且愈是高級車款愈是如此，因

而逐次增加資本、提高持股擴大對品牌廠商影響力，這樣形成賺兩頭情勢

（生產製造和品牌效益同時得利）。……雖然品牌效益很高，但是為了避免

引發打對台的疑慮，我們不是去成立新品牌，具體作法是成立子公司來投

資世界各地知名的品牌或通路商。……2001 年對美國知名品牌通路商持股

已達 49％，…美利達已經成為一半靠製造、一半品牌收益的廠商。（資料來

源：沈明展（2007a）） 

然而，不論是美利達還是巨大，最後還是要走到自創品牌直接面對消

費者的 OBM 生產模式。其中最大的關鍵是產業網絡相關配合條件都已逐

漸成熟；根據受訪者表示，此處指的是台灣自行車業跨界生產的產地、產

品與聲譽三者均足以支撐其進入全球市場，如台灣車展在全球的聲譽、中

國大陸崛起帶來的內地產業群聚與兩岸分工，都可以讓業者生產自行車車

款的光譜，從低價位到高價位一應俱全，這些都是該業進入全球市場的本

錢。美利達工業總經理室在接受訪談時有以下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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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經營方面一開始很辛苦，台灣因為沒有品牌所以自創品牌產品

都是搭在知名品牌通路上，經過幾年奮鬥，當每年台北世貿中心的年度自

行車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參展之一，全球買家都會到時，頓時台灣已成為

重要的自行車產地。……而這時，台灣能夠生產的自行車光譜也出現多樣

情形，SBC 和 GIANT 的產品光譜最廣，大、小車通吃；Merida 則鎖定在

高價位車款。所有的自行車款台灣廠商都能製造，只是低價位代步車交給

內地的生產基地，不在台灣製造。……由於自行車業進入中國大陸的時期

甚早，幾乎是一開放就進去了，所以到 2000 年，內地自行車業群聚都已成

形，例如巨大的崑山、美利達的深圳和內地的天津，如此才能和台灣進行

分工，可以分別提供低、中、高不同價位車款，做到全方位生產製造。…
因為有內地和台灣的分工，目前我們不但為自家品牌生產，也還在為其他

品牌代工生產…由於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被定位為高價位車款生產

基地；GIANT、Merida 都是知名品牌……。此時我們的品牌策略又面臨調

整，直接要面對消費者賺更多的品牌錢。……我們開始培養車隊和選手參

賽來擴大品牌能見度，或是贊助車隊提供免費使用…，而每次世界性比賽，

例如奧運的金銀牌總能為產能增加個 50 萬台的銷售佳績，自行車環台賽也

成為最重要的賽事之一；……事實上許多選手後來都成為我們的代理商；

用車人即代理商，尤其是國際賽事選手擔任代理商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國

際選手往往就是最挑剔的消費者，他們的使用經驗或代理通路所回饋資

訊，就是研發設計部門最好的點子來源。（資料來源：沈明展（2007a）） 

關於自行車產業商業創新的過程，除了文獻資料和訪談所得到的資

訊，其具體成效亦反映在該產業獲利基礎的改變。如下表 5.2.1，從 1980
年到 1999 年，台灣地區自行車產業的出口金額，明顯地受到出口量多寡的

影響。當出口量增加，出口金額亦呈現遞增趨勢，反之出口量萎縮連帶著

出現出口金額銳減情形；例如 1998 年以前，該產業出口量和金額二者都處

於成長的情形，1999 迄 2002 年二者則呈現衰退現象。然而 2003 年，出口

量雖然降低並未因此引發出口金額萎縮，主要原因是該產業所出口的自行

車產品，平均單價已不斷提高。從過去生產平均單價低於美金 100 元的產

品，到了 2005 年平均單價已接近 200 美元。平均單價提高，代表自行車產

業擺脫過去以量取勝的獲利模式，其所生產出口商品取而代之的，都是具

有高附加價值；這些高附加價值商品正是受益於技術領先、品牌效益等產

業創新的具體成果。如此，台灣自行車產業才能擺脫中國大陸或越南等低

生產成本地區製造廉價自行車的衝擊（王金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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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自行車出口量、出口金額與平均單價變動情形

年度別 出口量（輛） 出口金額（新台幣：千元） 平均單價

1980 2,979,000 5,058,282 NT$1,698

1990 9,379,853 24,800,887 NT$2,644

1995 9,866,031 29,019,369 NT$2,941

1998 11,926,199 34,064,022 NT$2,856

1999 10,584,796 28,685,170 NT$2,710

2000 8,877,338 28,271,895 NT$3,185

2001 5,595,865 20,089,310 NT$3,590

2002 4,760,447 19,811,068 NT$4,162

2003 4,562,892 21,854,209 NT$4,790

2004 4,957,822 26,033,658 NT$5,251

2005 5,076,469 31,718,952 NT$6,248  
資料來源：沈明展（2007a） 

 

2.區域治理觀察：政府干預 

1972 年起，台灣自行車產業開啟全球生產連結。為了洗刷品質不佳的

印象，「經濟部商品檢驗局（現為：智慧財產局）」於 1977 年公佈自行車等

八類產品，品管不到丙等不得外銷的禁令，強迫該業進行全面品質管理。

在台灣提升品質同時，日本遭逢匯率調升引發的製造業危機，故順勢取代

日本成為自行車出口量居全球之冠的國家（石育賢編著，2004）。為避免

1958-1962 年，大量生產削價競爭的悲劇重演，「經濟部」於 1984 年成立「中

心衛星工廠推動小組」（石育賢編著，2004），建構屬於自行車的中衛體系，

整合中心組裝廠和零組件協力廠合作網絡。由於有中衛體系10，組裝廠不用

為零組件供貨或備料生產而分心；兩者均可在各自分工的市場裡發展專業

與商業規模。 

產業發展初期，外銷品管禁令與中衛體系二者是政府透過規範

（regulation）和制度（institution）干預產業發展方向。而這些治理具體地

                                                 
10自行車產業有五個中衛體系。其中，太平洋體系中心廠太平洋自行車位於桃園縣，其衛

星工廠分別為裕盛交通、鉅邦交通、久裕興業、龍億工業、友隆事業、信隆車料、德達鋁

業、彰星金屬、儀銘東企業、利奇機械、建大工業、欽光鐵工廠、鉦尚金屬工業與合力實

業。旭光體系中心廠旭光實業位於台南縣，其衛星工廠為明達車料、旭一企業、依盟工業、

專一工業、利奇機械、久裕興業、名國工業、桂盟企業和振原鐵工廠。巨大體系中心廠巨

大機械位於台中縣，其衛星工廠為遠東機械、鈜光實業、崑裕工業、名國工業、天心工業、

裕盛交通、桂盟企業、信隆車料、鎰成機械、德達鋁業、德星興業、祥力金屬、建大工業、

元毅工業、久裕興業、晟昌機械、怡堡精機、政伸企業、越聲鐵工廠和利奇機械。美利達

體系中心廠美利達工業位於彰化縣，其衛星工廠為佳坊工業、金享車業、台灣司普工業、

亞獵士工業、天心工業、政伸企業、鈜光實業和正新橡膠工業。太航體系中心廠太航工業

位於台北縣，其衛星工廠為桂盟企業、華豐橡膠、遠東機械、鈜光實業、聖暉實業、利奇

機械、依盟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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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自行車業者的品質提升、廠商合作與信任關係的建立等正面效應。因

此，台灣自行車產業早期的創新，可說是在政府領導下開始的。 

1985 年具有官方色彩的「金屬工業發展中心」其焊接技術自動化，和

1987 年「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料所的碳纖維車架技術，則是政府

領導網絡干預產業發展的另一種形式（Amsden and Chu, 2003）。政府成立

研發機構，利用政府資源協助產業進行研發創新，並且最後再將這些研發

成果移轉給業者投入生產製造11。簡言之，這些具有官方色彩的研發機構實

質上已經代替業者，從事最困難與風險最大的創新研發活動，讓廠商可以

在進入全球生產供應體系裡，提高談判優勢。 

政府干預對產業合作網絡建立也發生作用。自行車產業特性原屬於裝

配型產業，車體結構就多達六大系統，卅六項關鍵組件12，若再分還可能需

由高達 2,000 多個主、次要零件組裝而成（石育賢編著，2004）。在中衛體

系效率地運作下，中心成車廠基於土地和生產成本，就不再採取倉儲備料、

或跨模組部門的生產行為。瞿宛文和李佳靜（1999）的研究發現，所有成

車廠除進行裝配工作外，多不生產其他零件，零組件多半是獨立的專業化

工廠提供。故而自行車生產地發展出以成車廠為中心，許多零組件業者圍

繞起來的產業群聚現象，如此減省雙方的交通運輸成本（王金安，2001）；
而此群聚發展也為後面的各種合作網絡建立基礎。 

下圖 5.2.2 展現自行車產業中衛體系其核心工廠與衛星工廠的合作網

絡與區位關係。北部區域有「太平洋」和「太航」兩個核心工廠，中部區

域也有「巨大」和「美利達」兩個核心廠，南部區域只有「旭光」一處核

心廠。以巨大機械公司為中心的中衛體系是其中規模最大者，除中心廠外

另有 20 家業種遍及輪胎、車燈和其他零組件做為其協力廠，其次是北部太

平洋體系配合協力廠商為 14 家。若單從組織網絡規模來看，中部居冠，其

他依序是北、南部。然究地理鄰近性，可發現中部區域中衛體系所選定的

合作協力工廠，有超過八成是位於同一區域內，南部為七成，北部卻只有

                                                 
11其他重要的技術移轉案例，還有 1988 年 3 月工研院材料執行「工業材料研究發展計畫」

移轉五項技術予業界；1988 年「金屬工業發展中心」推動鋁合金車架焊接輔導。1990 年

6 月工業局與業者合資成立「自行車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接受工業局一連串的委託研究

發展計畫。1990 年底，「自行車工業研究發展中心」、「金屬工業發展中心」、「工業技術研

究院」成為三大執行自行車科技專案輔導廠商的重要組織，1991 年的自行車變速器就是

這些科技專案的成果。1992 年 5 月成立「財團法人自行車研究發展中心」，進行自行車系

統設計分析與檢測的研究計劃，透過這些檢測標準出爐建立業者自訂遊戲規則的基礎（石

育賢編著，2004）。 
12自行車車體結構部品名稱為煞車鋼絲索管、煞車鋼絲、車頭組件、前叉肩蓋、前煞車器、

前叉、花鼓、前叉端、輻絲接頭、蝶式煞車系統、輻絲、前管、下管、座管、主軸組件、

大齒盤、大齒組盤、曲柄、腳踏、汽門嘴、飛輪、鍊條、後叉端、後變速器、輪圈、變速

鋼絲索、車輪、內胎、輪胎、碟片、後上叉、座熱、座桿、上管、豎管、手把等卅六項（台

灣區自行車輸出同業公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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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八，中部區域的中衛體系不論在合作網絡規模和地理鄰近性，在初期

即佔有極大優勢。 

 

 

資料來源：修正自沈明展（2007a） 

圖 5.2.2 自行車產業廠商合作網絡與區位關係圖 

 

上圖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幾個跨越不同體系提供主要零組件的協力

工廠，例如利奇機械、久裕、桂盟、鈜光實業等企業，都是橫跨三個中衛

體系以上的協力廠商。透過這些跨中衛體系的協力廠商，自行車產業才能

跨越各區域獨立發展局面，成為涵蓋北中南區域的產業。根據「台灣區自

行車輸出同業公會（Taiwan Bicycle Exporters’ Association；TBEA）」（2006）
會員資料，這些廠商後來都成為員工規模超過 200 人以上的中大型廠，其

中彰化縣的利奇機械與台中縣的鈜光實業，員工規模分別為 400 人和 200
人，超越原有核心廠的規模13，他們不再只是作為中心成車廠的協力工廠，

而是發展出獨立、模組與專業化的零件品牌供應商，例如利奇機械的碟煞、

桂盟的鏈條就都做到世界第一（TBEA, 2006）。中部的自行車產業空間在中

                                                 
13在最新的會員名錄裡，本文發現利奇機械和鈜光實業的員工數分別為 450 及 200 人。而

原有中衛體系核心工廠，譬如台南縣旭光實業和台北縣太航實業目前均已除名，桃園縣太

平洋自行車公司則是員工規模 104 人的中型工廠；更多過去合作的協力廠事實上都已超過

此三者。原核心廠中只有位於中部的巨大機械和美利達工業，發展成為員工數 1000 人的

大廠，並擁有自創的全球品牌（台灣區自行車輸出同業公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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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體系合作網絡和地理鄰近性的雙重優勢下14，核心工廠和主要衛星工廠的

發展都比其他區域來得快速，間接地也帶動中部地區自行車產業區域性網

絡生成。 

目前仍存活的自行車廠商是於 1970 年以前設立者，北、中、南三區域

分別是 4、7、5 家，但中部區域有 4 家成為員工規模超過 200 人的大廠，

其他區域則只有 2 家和 1 家。1971 到 1990 年是中部產業群聚關鍵期。巨大

和美利達兩個大廠的帶領，該區域 20 年間增加 108 家廠商，其中 12 家是

員工數超過 200 人的大廠；於此同時，北部和南部增加且存活的廠商卻只

有 45 家和 13 家，而能成為大廠者更不到 5 家。中部區域自行車產業的規

模經濟和範疇經濟已然形成。 

3.區域治理觀察：各種關係網絡治理 

廠商自發性地建立具有治理功能的網絡組織，則是一直到 1992 年 12
月成立的 TBEA，才算是有正式組織出現。TBEA 較為顯著決議是第一屆會

員代表大會所完成的多項會議結論，例如通過復徵涉外訴訟基金，為會員

爭取集體訴訟權益；建請調降零組件進口關稅為零，降低台灣本地生產成

本；建議「經濟部國貿局」就中國大陸自行車零件，禁止以半散件（SKD）

進口，避免衝擊本地廠商；建議「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修訂通過 CNS840381
自行車輪圈標準。並且於 2000 年要求「行政院環保署」通過試辦一年買電

動自行車一車補助四千元計畫；委託「台北市政府」規劃全市自行車專用

路網…等（陳美玲編著，2003）。這些都是廠商自發性地透過網絡組織所推

動之集體行動，對內發揮約束成員的作用，對外形成壓力團體影響相關政

策，並負起涉外談判、訴訟的責任。 

TBEA 的出現具體證明了產業全球化進程中關鍵者角色的轉變，在初

期扮演全球連結整合與談判者角色是政府，後面發展則不然。當廠商進到

共同的生產供應體系裡，全球連結的主體已悄悄地從政府，轉換為主領廠

商及其帶領的產業組織。2002 年，以巨大機械和美利達工業二大車廠為首

成立的 A-Team 聯盟，更是自行車業進一步整合的網絡組織15。A-Team 聯

盟在 2003 年導入「豐田生產方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TPS）」，改

善了傳統大量生產，容易出現庫存的壞處，這讓自行車業可以朝向「少量

多樣」的生產模式，為高單價與多樣化車種奠定發展基礎。因為 TPS 落實，

台灣出口自行車成車的總金額，重新回到 68 百萬元美金規模（曠文琪，

2006）。 
                                                 
14關於地理鄰近性與關係網絡對新產業空間影響，可參見 Scott（1998）和 Storper（1995）。 
15A-Team 聯盟由二家成車業及亞獵士、達建工業、鑫元鴻、桂盟企業、愛爾蘭商、榮輪科

技、天心工業、彥豪金屬、維樂工業、鈜光工業、維格工業等十一家零件廠組成，建立生

產現場、研發、銷售體制的共同規範與對策（石育賢編著，2004）。 



第五章  自行車產業個案研究                                                          

 5-16

全球生產連結主體由政府轉變為產業組織，可以從 A-Team 聯盟成員

之一的王姓發言人受訪時的一段談話看出： 

我個人投入這個產業共 17 個年頭。……在初期，中衛體系對建立中心

廠與協力廠的合作網絡，消弭惡性競爭很有貢獻；中衛體系基本上是經濟

部工業局對生產製造部門的服務，所以當時跟工業局接觸比較頻繁。後來

ISO 系列與 A-Team 聯盟建立後，生產製造部分對政府的依賴就降低許多，

因為都有制度規範可以遵循。…近來 TBEA 的角色卻變得很吃重，因為現

在主要問題都不是生產製造，而是貿易糾紛與和如何與政府機關合作，畢

竟政府還有公權力在。例如巨大要推電動自行車，就需要和環保署支持，

從規格認定到補助，如此才不會一開始被界定是輕型機車，既要考照、又

要交通監理，速度又不快不能上路，這樣不會有市場。……面對不肖業者

從中國大陸以散裝零件方式便宜進口，來台灣組裝再貼上 Made in Taiwan
標誌出口，這樣打擊本地廠商；TBEA 也訂出必須在台灣本地使用現地（非

進口）材料或半成品，加工達到 40％以上的產地認定標準，TBEA 才會發

予原產地進口證明，藉此維護自行車 Made in Taiwan 聲譽。但是，海關或

政府單位願意配合接受這個認定標準，進行各項查緝工作，維護聲譽工作

才能完成，光靠廠商或 TBEA 是沒辦法。……產業發展還有很多地方要政

府來協助，但是不再像過去由政府來主導，而是透過產業組織來運作，跟

政府借一點點公權力來用。（資料來源：沈明展（2007a）） 

TBEA 或 A-Team 聯盟二者和初期的外銷品質禁令、中衛體系與研發

機構是截然不同的。首先，此二者是廠商自發性網絡組織，不是政府主導；

然而其諸多決議卻和政府一樣，對會員產生實質約束力，對外負有談判實

力。其次，TBEA 的重要成員多是 A-Team 聯盟成員，而 A-Team 聯盟成員

又和中衛體系的合作網絡，存在著前、後相依的關連性。 

如表 5.2.2 與圖 5.2.3 所示，自行車產業合作網絡的重要行動者其參與

合作組織情形，多具有重複參與狀況，如此深深地影響著該產業的運作與

未來走向。研究發現，A-Team 基本上是以巨大和美利達二大中衛體系為基

礎，吸引具有地理鄰近性和 TBEA 重要廠商，再次組合而成的網絡組織。

亞獵士、桂盟企業、天心工業，和鈜光工業，本來就是此二中衛體系的衛

星工廠，在 70 年代就和巨大與美利達熟識並且從事合作生產。因此巨大和

美利達與其衛星工廠可說是 A-Team 聯盟前身，A-Team 聯盟是從該二中衛

體系所延伸出來的合作組織（石育賢編著，2004）。而維格工業、維樂工業、

彥豪金屬、鑫元鴻與愛爾蘭商，都是和巨大和美利達一樣，同是位於台中、

彰化地區的自行車廠商，只是各自生產的零組件與自行車車架不同。至於，

達建工業則是 TBEA 裡超過 200 人的重要廠商；在 A-Team 聯盟參與成員

中，巨大機械、美利達、愛爾蘭商、維樂工業、鈜光工業等也都是在 T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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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面，超過 200 人以上的中大型廠商，對於各委員會運作具有極高的影響

力與分量。從中衛體系，到 TBEA、A-Team 等產業網絡組織，研究發現背

後支撐力量已從政府主導，轉變為由廠商自發性網絡行為；透過廠商的合

縱連橫決定整體產業的走向16，不過要提醒的是，這些自發性行為或網絡組

織卻都是在政府早期干預生產秩序，所建構的中衛體系之基礎上，逐步地

展開來的。這點，還可從下圖 5.2.3 與圖 5.2.2 的比較，發現兩者的相似程

度。當 TBEA 和 A-Team 聯盟出現後，自行車業合作網絡具體出現了網絡

的核心。TBEA 把橫跨北中南區域的廠商連結一齊，成為實質的核心。而

TBEA 和 A-Team 聯盟二者經圖表比對分析，卻又可發現巨大和美利達中衛

體系的影子。 

 

資料來源：修正自沈明展（2007a） 

圖 5.2.3 自行車產業合作網絡連結圖 

                                                 
16TBEA 目前有「貿易與行銷」、「法務與投資」和「研發與專利」三個常設的委員會，並

聘有專人協助會員辦理上述各項業務（台灣區自行車輸出同業公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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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自行車產業合作網絡矩陣分析 

是否為中衛體系成員 

廠商名單 
A-Team 

成員 

TBEA 重要廠商＊ 

（員工數,單位:人） 

總公司

所在地

主要生產 

產品 

巨

大 

美

利

達 

太

平

洋 

太

航

旭

光

巨大機械 ◎ ◎（1000） 台中縣 自行車 ◎     

美利達 ◎ ◎（1000） 彰化縣 自行車、鎂合

金鑄件 

 ◎    

亞獵士 ◎ （130） 台南縣 鋁合金車圈、

輪組 

 ◎    

達建工業 ◎ ◎（260） 台北縣 避震前叉、後

避震器、碟剎

     

鑫元鴻 ◎ （121） 台中縣 花鼓、輪組      

桂盟企業 ◎ （140） 台南縣 自行車鏈條 ◎   ◎ ◎

愛爾蘭商

（外商） 

◎ ◎（280） 台中縣 變 速 傳 動 系

統、避震器、

碟剎 

     

天心工業 ◎ （150） 台中縣 車頭碗組、五

通心軸、曲柄

組 

◎ ◎    

彥豪金屬 ◎ （110） 彰化縣 自 行 車 煞 車

器、手把零件

     

維樂工業 ◎ ◎（200） 台中縣 自行車坐墊、

手握、座墊套

     

鈜光工業 ◎ ◎（200） 台中縣 腳踏、車頭碗

組、五通主軸

◎ ◎  ◎  

維格工業 ◎ （100） 台中縣 腳 踏 及 其 配

件、碟剎 

     

太平洋  （104） 桃園縣 自行車   ◎   

利奇機械  ◎（450） 彰化市 煞車器、煞車

把手、座管 

◎  ◎ ◎ ◎

久裕興業  （135） 台中縣 鋁花鼓、碳纖

花鼓、碟剎花

鼓 

◎  ◎  ◎

……          

註：＊TBEA 重要廠商判斷，主要根據各廠商員工數與委員會記錄，綜合判斷。 

資料來源：TBEA（2006）；本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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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發現 

台灣自行車產業發展歷程，從為美國 Schwinn 品牌 OEM 開始，直到

90 年代，廠商啟動品牌替代，才逐漸成為品牌合資股東或 OBM 廠商。商

業創新表現在研發創新與品牌收益，擺脫原本僅能獲得生產製造利潤的宿

命。支持產業發展資源則始於政府訂定出口規範、建立中衛體系和投入研

發資源，並且在這些基礎上，延伸既有生產網絡，發展出各種自發性網絡

合作組織。下圖 5.3.1 說明，自行車產業的發展軌跡，分別是發展初期與後

期、各種合作網絡建立與政府角色的轉變。 

 

  ←────── 支持產業發展資源 ──────→ 

  政府完全提供    各種合作網絡 

 OEM 

●A 

 

 

… 

 

 

       （1）   …  

●C   …  

               （2）   …  

商

業

創

新

維

度 

 

 

 

 

●D （3）  

 
OBM    …  

註：黑點表示自行車業在商業創新與區域治理維度下的類型轉換。 

資料來源：修正自沈明展（2007a） 

圖 5.3.1 台灣自行車產業發展軌跡圖 

 

一、發展初期：在政府領導的主軸上研發創新 

研究發現自行車產業反映出台灣工業化進程。產業發展初期，仰賴世

界品牌大廠的訂單，訂單波動直接衝擊本地廠商。因為技術與通路都掌握

在世界品牌大廠手上，本地廠商僅從事 OEM 生產，故商業運作模式除生產

製造利潤，無法獲得來自品牌效益。這時候產業規模和體質通常相當孱弱，

除了從事生產製造，無力從事區域治理行為。為此，政府主導和其所屬研

發機構便成為台灣自行車業初期全球生產連結的關鍵行動者；一如上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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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A 點所處的位置與發展情境。 

在 A 點，產業發展資源偏向由政府完全主導提供，經濟部商檢和工業

發展機關負起對外談判、對內整合與建立合作網絡，以及提供研發資源等

責任。「商業創新」維度處於沒有品牌效益的 OEM 廠。當時政府主要作法

是，為了維繫 OEM 訂單，回應廉價且劣質商品傾銷的指控，政府公佈品管

不佳的外銷禁令，強迫業者走向品質管理；並且推動該產業的中衛體系，

來穩定中心廠與衛星工廠的生產供應關係，讓自行車成車與模組化生產部

門可以獨立朝向不同的專業化方向，不用擔心備料不足或惡性競爭問題。

另一方面，中衛體系建構的合作網絡日後也成為自行車產業合作網絡基礎。 

在政府主導的發展主軸上，例如官方背書的合作網絡、釐定的品質規

範，和近乎補貼的研發投入，使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主將商業創新放在

追求品牌效益，而不用擔心協力廠扯後腿，或生產技術支援不上。因而圖

中左上方 A 點位置，開始順著政府主導方向，往下方移動到 C 點位置。 

二、各種合作網絡治理：自發性網絡組織出現 

當產業進入全球生產供應體系，廠商要面對更複雜的商業運作模式來

確保其在全球市場裡頭的優勢，原有由政府提供產業發展資源，出現改弦

易轍。自行車產業需要透過更大的合作網絡來支持發展，與集體行動來維

持地區聲譽，分享知識和解決貿易糾紛。這些具體表現在廠商紛紛於島內

和境外建立自身的生產網絡，例如台中、彰化，中國大陸的昆山、深圳與

天津等相關產業群聚，都是廠商提供一應俱全車款的重要生產基地。而

TBEA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立，TBEA 是一個由廠商自發性組成，透過網

絡組織運作具有約束會員履行決議，也為會員爭取商機、權益，解決貿易

糾紛的網絡合作組織。各地產業群聚、A-Team 聯盟和 TBEA 一樣，同是廠

商自發性組成的網絡組織，只是產業群聚只是彼此熟識、相互生產供應的

上下游廠商，A-Team 聯盟偏重利用策略聯盟來整合生產技術，TBEA 則具

體地以正式網絡組織來出現。 

但不論是以何種形式，這些網絡都是在原有的生產網絡基礎上，延伸

出來的自發性組織。政府角色在區域治理的光譜上逐漸減弱。故上圖，產

業發展軌跡從政府主導發展的主軸，出現向右偏移現象。並在品牌效益持

續的增加下，合成出由 C 點向 D 點的發展軌跡，這是自行車產業所出現的

大幅度轉型。其中隱含政府逐漸失去影響力，轉而由自發性組織和品牌效

應共同決定產業走向。 

三、持續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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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發展軌跡並未停歇。關於品牌效益隨時都可能因為新的商

業運作模式而改變，就像過去迂迴的品牌替代策略一樣，改變廠商全球生

產製造者的定位。其次，市場自發性力量亦未成熟，目前僅是架構在原有

中衛體系之合作網絡基礎上，由其成員組成自發性產業組織。依據產業群

聚理論，還有許多關鍵行動者未加入網絡，例如國內並未形成騎乘自行車

通勤的消費市場，或是把自行車當成重要的運動休閒工具，故關於新產品

開發或商品改良，無法在第一時間接受消費者團體最嚴峻的挑戰（Porter, 
1990），故距離成熟的網絡治理仍有進步空間。 

四、小結 

探討政府與產業網絡關係，以自行車產業為例，本文發現產業發展初

期存在著由政府主導局面，例如發佈外銷禁令、建構中衛體系和輔助成立

研發機構等，此對於產業克服「幼稚工業」面對全球生產競爭有決定性貢

獻。那是因為產業發展初期，廠商不具有技術和品牌優勢，故透過政府的

保護、整合與投入資源，可以協助廠商盡快尋求商業規模和技術水平的成

長；這是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所經常提及的。 

然而當廠商進入全球生產供應體系，面對複雜的商業運作；領導廠商

需要更大的合作關係網絡來支撐產業發展，例如與協力廠商形成生產網

絡，和相關產業廠商形成網絡組織。至此，區域治理出現以自發性力量，

逐漸取代政府的趨勢。在個案研究裡，日資引入和日本關鍵技術合作開發、

中國大陸跨界生產網絡和區域內自發性產業組織都屬之，此時政府角色已

轉變為合作參與者之一，提供行政協助或公權力，例如由 TBEA 訂定及核

發原產地認定標準和原產地證明，海關及政府單位則配合執行查緝工作，

如此維持 Made in Taiwan 聲譽。 

自行車產業歷經超過卅個年頭的發展過程，提供中小企業發展軌跡的

研究範本。90 年代之前的發展經驗，符合政府干預產業發展理論所論述，

中小企業其實是無力面對全球生產競爭，政府的保護與干預主導了該產業

的全球生產連結；而廠商在政府保護與主導發展主軸上，為世界主要市場

代工生產。但是，為確保生產製造利潤，廠商很快地在政府建構的中衛體

系上，發展出區域性生產網絡，來控制訂單與生產成本。只是不要忽略了，

這個短時間內建立的生產網絡，其實是政府的貢獻，一方面政府律定生產

秩序、消弭惡性競爭，另方面也由於政府背書，縮短廠商磨合時間，具有

信任基礎的合作網絡才得以建構完成。 

但在接下來的十年間，地理鄰近性與信任合作開始發揮外部效應。台

灣中部和中國大陸的產業群聚，並不是依賴封閉的生產交易依賴（瞿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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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佳靜，1999），而是廠商基於信任的集體行動。同時，A-Team 聯盟和 TBEA
等自發性產業網絡組織的出現也宣告，該產業在美利達與巨大二大龍頭廠

商帶領下，展開新一輪的全球品牌與產品競爭。此時，全球生產競爭主體

已悄悄從政府主導，轉變為龍頭廠商和其帶領的產業網絡成員來主導；而

成員之間關係，經實證並非因為生產供應關係，而是基於更多的信任與合

作。然這份信任合作卻是由早先的中衛體系所展開來的。至此，本文要補

充中小企業網絡的相關理論；雖然網絡多被社會學者認為是自發性的，然

個案研究卻發現，存在著政府「無心插柳」的結果。網絡固然關係可以透

過長時間來建立彼此的信任，例如在地鑲嵌。但是因應產業快速地發展，

政府的中衛體系卻可以律定生產秩序、降低合作風險、縮短廠商磨合時間，

有助於合作網絡在短時間內建構完成。 

所以，若依照網絡理論說法，台灣中小企業的成功，其自發性網絡行

為是功不可沒；那本文要補充說明的是，至少在產業發展初期和發展合作

網絡上，政府的貢獻卻是顯而易見。雖然政府對中小企業沒有像對待目標

產業一樣，採取扶植產業組織的直接干預；但從個案研究裡，本文發現發

展初期幼稚工業與缺乏經濟自主性的問題，全然都是在政府保護與主導發

展下，廠商才能安然度過，繼而尋求成長、研發創新與品牌效益。此外，

個案研究裡，廠商所有的自發性網絡組織也都和最早的中衛體系密不可

分，換言之所謂的自發性網絡行為，事實上是在政府降低合作風險，與建

立信任合作機制後，才能穩健地開展起來的網絡行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