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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旨在區域賦能的概念之下，探討並分析判斷台灣旗艦廠商在母

國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和組織決策行為，將如何思考。本章綜整相關理論

與文獻以作為本研究立論基礎，基於本研究對於理論支持的需求性，分為

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區域賦能與產業群聚相關理論，第二部分為廠商投

資區位選擇相關理論，第三部分為旗艦廠商企業投資與組織決策。 
 
    為釐清本研究的相關理論與邏輯架構，第一部分由區域發展的相關議

題，探討在地生產系統與區域賦能，並檢視產業群聚相關理論，以及聚集

經濟與區位選擇指標等；第二部分延續第一部分之區域概念，探討廠商投

資區位選擇相關理論，並回顧過去區域中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相關實證分

析，以為本研究後續實證之用；第三部分探討台灣地區旗艦廠商之企業在

台投資與組織決策面向，以本文實證研究對象為基礎，探討旗艦廠商之企

業投資與組織決策之相關理論與投資決策分析；最後，作一小結。 
 

第一節 區域賦能與產業群聚相關理論 

 
一、在地生產系統與區域賦能 
 
    過去研究在區域發展或是地域進化上，大多認為區域競爭力的來源之

ㄧ便是在地生產系統的運作（Porter, 2000; Cossentino et al., 1996; Becattini, 
2004）。當產業群聚形成了廠商專業化或是相關部門的地理鄰近性，而產生

了技術的外部性使得區域內的廠商受惠，在地生產系統的運作強化了廠商

專業化的同時，在地廠商（包括旗艦廠商）和在地組織、機構之間的關係

也將更形密切（Storper, 1995）。 
 
    是故，當在地生產系統使得旗艦廠商經濟活動的活力必須依賴在地的

關係時，這樣的區域經濟活力有時是無法在其他地區被創造或是模仿的，

也就是說，這個區位有了不可替代的區域特性，如此，我們便可以確認旗

艦廠商與在地廠商的經濟活動受到了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影響

（Storper, 1997）。換句話說，地域化是由於專業人員和技術的稀少性，以

及在地網絡的特殊性，使廠商的生產系統被吸引到這些區域，同時也使得

其他區域無法替代（王緝慈等, 2001），而此類高度地域化的區位，便是

Markusen（1996）所謂的具有黏著性的區位。然而，完全地域化的情形在

全球要素自由流動的情況下，僅有極少存在的例子，但即使如此，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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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可以發現某種產業的重要發展通常都會由少數的區位特性獨占，例

如：高品質的產品、創新的產品、多樣化且引領潮流的產品，以及高專業

化的服務，大都由少數的區位供給。 
 
    當全球經濟形成了一個與在地互動的系統，將由在地經濟與流動經濟

交互作用而成（Handerson et al., 2002），而生產系統的地域化程度與國際流

程度，得以解釋各種不同區域的發展特徵與趨勢，在國際流和地域化互動

的背景下，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同時存在於區域生產網絡之中，展現集中

或分散的決策力；以企業來說，生產活動並不可能永遠固定於單一地域，

但在跨國投資的同時，企業多會注重區域發展的潛力，使得核心技術與知

識仍然在少數地區生產（王緝慈等，2001）；最後，全球化下的產業競爭將

聚焦回在地的區域之中。 
 
    區域中公私部門行動者和相關機構的地方化網絡，讓區域內的行動者

和機構的活動產生互動，便能輸入、調整和傳播新技術（Evangelista et al., 
2002）。由此可知，區域賦能強調的是，當競爭優勢越來越依靠在地制度

與在地化的社會資本時，區域的觀點較能理解各種經濟、社會、政治力量

是如何作用以促使創新能力的提升。這是一種多重概念的聚合，由進化理

論、制度經濟、新區域經濟、學習經濟、創新經濟以及網絡理論所交織而

成。這些討論主要與技術創新和複雜的區域賦能本質有關：進化理論有助

於了解廠商、區域和國家在技術型態的變遷過程；制度的途徑指出規範引

導學習和創新的發生，特別是強調組織、制度和廠商創新活動之間的關係

（Doloreux, 2002）。 
 
    區域發展不只由地域性的具體機構形成，也由多種地方機構形成。在

這樣的概念下，特別區域的地方因素（例如：勞工與經濟）將變得顯著，

和全球生產網絡中非地方因素（跨國企業和資本財）也會隨著領域鑲嵌而

不同，鏈結網絡的特徵對創新和區域成長面向也相當重要，其中網絡的組

成，可歸納出以下元素：（1）廠商間水平與垂直關係－指主要契約商、承

包商、同業或異業獨立企業相互間的關聯性；（2）廠商與其他技術基礎設

施的接觸－即廠商與大學、其他研究機構或技術中心的諮詢、技術合作關

係；（3）政府機構、利益團體與金融借貸的角色－政府主要為協助推廣者，

利益團體、金融制度各自支援商業技術和資訊，及供應創投（Gebauer et al., 
2005）。Coe et al.（2004）則由廠商、勞工、技術、組織四方面來探討區

域發展的地方和非地方面向。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可以歸納出一地區的在地生產系統應以有系統

的方式包含不同參與者（公私部門）之間的交互作用，為了增加和提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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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方化的學習能力，詮釋出一個有系統的交互作用型態。區域賦能不

僅是由廠商和制度創造的知識存量，也包含這些組織本身和在地環境的交

互作用。因此，在地特性不可能只獨立存在於廠商個別單位，區域環境為

各單位活動者的網絡的平台，由個別活動者與廠商互相學習，透過新技術

與新知識的積累轉化為地區特殊產業，而各單位之間的交互作用將會包含

知識和資訊的流動、投資循環、網絡或其他合夥關係。這些互動正是促成

和驅使在地生產系統的發展，以及強化區域賦能的重要過程。 
 
    當區域與全球得以連結，並藉由區域賦能的發揮，以促成及維繫競爭

優勢的同時，區域整體價值的發展便得以提升。換言之，區域發展是一個

相關及互賴的過程，而區域賦能是區域發展的要素和條件。在這樣的架構

下，Coe et al.（2004）提出區域發展主要依賴區域資產（regional assets）與

全球生產網絡策略耦合的過程形塑而成。除此之外，也應配合區域和國家

制度的支持才能達到區域發展。換句話說，由區域資產為出發點，包括區

域的技術、組織結構和產業領域上，三位一體共存發展是發展區域優勢的

先決條件。 
 
二、產業群聚相關理論 
 
    產業群聚的發展被認為是促進區域發展及提升產業競爭力之策略性工

具。Porter（1990）認為產業群聚現象是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產業群

聚的觀念源於對於產業地方化（localization）現象的關注，對近代工業地域

發展相當重要，其導引出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es）的觀念，強調地

方外部性有助於經濟和創新活動在地理空間上的集中性（Gordon and 
McCann, 2000）。 
 
    Porter（2001）認為產業群聚是指在特定的領域中，同時具有競爭與合

作關係，且在地理上集中，有交互關聯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

應商、相關產業廠商，以及相關機構，如大學、制定標準化的機構、產業

公會。Marshall（1890）的聚集經濟理念則建立了產業群聚之論點與形成原

因，強調廠商於空間上相鄰所產生之外部經濟與規模經濟，因共享區域中

的基礎設施、技術勞力和生產資源等，而降低生產成本與交易成本，因而，

外部經濟與降低交易成本是產業群聚形成的主要因素（Fornahl, 2003）。 
 
    廠商間的產業群聚論及的因素很廣，在地理空間面向上，其與知識外

溢、專業化的勞動群、公共建設的利益、訊息的外部性等等概念有關。在

知識傳遞的方面，知識代表著尋求競爭優勢的主要資源，其被視為是經濟

成長之「內生成長機制」的重要核心要素（胡太山等，2005）。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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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可以分為二類：符碼化知識（codified knowledge）和默示知識（tacit 
knowledge）。符碼化知識可以透過文字書寫整理，屬於實體化存在的知識，

傳遞的方式可以透過資訊科技與網路技術的媒介傳遞；默示知識通常沒有

實質的形式存在，必須藉由面對面（face- to- face）的溝通方式，以實際的

經驗去操作與模仿來取得的認知表象（Howells, 2002; Boschma and 
Lambooy, 2002）。由此可知，默示知識的外溢在地理空間上將受到了某種

程度的限制，但當地理空間上有鄰近的方便性時，將使得由創新廠商、大

學和研發機構所產生的知識會向外擴散，而外溢的知識將成為一種區域中

的公共財（Breschi and Lissoni, 2001）。 
 
    Howells（2002）亦指出知識產生後，會在人際間流動，可以促進廠商

的創新。是故，知識是一種地方性的公共財，而知識外溢的形成將有助於

地區創新（Breschi and Lissoni, 2001）。是故，廠商的聚集提供了一些有助

於支援創新活動的技術設施或知識投入要素，而知識外溢便是廠商聚集所

產生的外部性之一，知識外溢的效果有助於鄰近的合作者，有時也可能使

競爭者相互受益（Feldman and Florida, 1994）。 
     
    知識外溢使得廠商或企業的知識與其他廠商或是研究機構共享

（Baptista and Swann, 1998）；不僅如此，當資源與知識合併產生的新知識

再外溢到其他研究機構，將促使累積創造出更多資源，也就是說，產業地

理集中的程度越高，創新活動將更傾向於產業群聚而知識外溢（Audretsch 
and Feldman, 1996）。知識外溢使廠商的聚集有了正面的外部性，而事實上，

知識外溢的效果使接近知識生產者的地區或廠商，得以因知識外溢促進了

創新的活動。當地理距離與知識可及性對於知識流動、學習、創新產生影

響時，越具有鄰近性和可及性的廠商經由外溢的效果，越能獲得充足的相

關產業知識（Howells, 2002）。 
 
    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認為高科技產業地理集中的程度是一項

重要指標，當地理集中度越高，創新活動將更傾向於產業群聚，而知識外

溢在其中扮演了一個重要的角色，產業群聚並非僅僅是地理集中的產物。

換句話說，產業集中度不一定能產生績效或優勢，關鍵點在於其仍需要不

斷地透過知識外溢來激發創新與創業精神，地理集中才能受到凸顯而產生

優勢。 
 
    地域效果（district effect）的產生，是源自於地域內的創新產業與知識

傳遞，其論及的內涵包括：（一）單一廠商所採取的學習過程會對其他屬於

相同生產階段的廠商，造成直接影響，如模仿行為和競爭機制；（二）廠商

學習過程促成不同生產階段廠商的知識外溢效果；（三）快速且有效地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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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改變的能力、產品創新，對於工業地域興衰相當重要（Cainelli and De 
Liso, 2005）。 
 
    專業的產業群聚一旦形成，將產生外部規模經濟，而促進或維持外部

經濟的動力來源，是廠商間的供應關係以及技術外溢等。Porter（2001）認

為產業群聚必須包括一連串的上、中、下游產業以及其他的企業或是機構，

這些產業、企業或是機構對於競爭都很重要，他們包括零件、設備、服務

等特殊原料的供應商，以及基礎建設的提供業者。整體而言，產業群聚必

須具有兩個核心要件:（一）群聚內的廠商必定有某種方式的連結，包括垂

直與水平的連結。這些連結涉及社會關係與廠商生產網絡。（二）相關連公

司的地理鄰近性團體，在共同的區位上促進廠商互動網絡的形成，並且提

升價值創造的效益（Porter, 1996; Martin and Sunley, 2003）。 
 
    區域中的產業群聚通常會向下延伸到下游的通路和顧客，也會水平延

伸到互補性產品的製造商以及和本產業有關的技能、科技、或是共同原料

等方面的公司上。最後，產業群聚還包括了政府和其他機構－像是大學、

制訂標準的機構、智庫、職業訓練中心以及貿易組織等，以提供專業的訓

練、教育、資訊、研究以及技術支援的網絡關係（Porter, 1996）。事實上，

這樣三螺旋的概念對於廠商投資的區位選擇與區域競爭發展方面，有很大

的影響力，其主要論及的就是區域中產業群聚內的動態連結與制度性配合

上的整體結構。 
 
    綜上所述，在過去文獻回顧中，產業群聚和競爭優勢一詞皆有某種程

度的關連性。自從 Porter 結合商業組織策略和區位選擇等理論開始，產業

群聚就成為產業發展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指標；在結合區域創新系統產官

學三螺旋的概念後，產業群聚與區域賦能研究的發展上將形成微妙的強烈

聯繫。在實證方面，Anderson（1994）認為辨識產業群聚的步驟中，首先

就應先對研究區域有所界定，界定出明確的地理空間，進行空間的產業分

析，解決產業群聚衡量方法中所缺乏的地理空間概念。朱南玉（2004）亦

認同產業群聚對空間集中的重要性，其有助於產業發展的各種行為，如共

享資源和合作競爭等。 
 
    本研究將採用產業群聚的空間分布，作為旗艦廠商投資區位選擇因素

之區域環境指標，在國內外文獻中，產業群聚的衡量上多採用產業就業員

工數為衡量基礎（Anderson, 1994; Lubiv and Anton, 1994; Hill and Brennan, 
2000; 張陽隆，2001）。採用就業員工數為衡量指標是位了瞭解整體區域經

濟成長的優勢，以國家為基礎比較相對應的產業群體。關於投入產出的分

析方式，國外學者如 Anderson（1994）、Bergman and Feser（1999）及 Roela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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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n Hertog（1999）皆有加以應用，對於產業群聚的分析方法，透過量

化資料和質化資訊的修正，繪製產業群聚的整體圖像。Bergman and Feser
（1999）對於界定產業群聚的方式作系統性的分層，將產業群聚的劃分，

將可使產業群聚分析方法更為明確，而這樣的方式也廣為產業群聚辨識的

重要依據（Anderson, 1994; Bergman and Feser, 1999; Roelandt and den Hertog, 
1999）。 
 
三、聚集經濟與區位選擇指標 
 
    聚集經濟的初始概念可以追塑到 Marshall 對於產業地區化

（localization）的關注，他認為廠商在特定地區的聚集，能夠創造外部性經

濟，以節省廠商生產成本，也就是強調廠商在地理空間聚集後的交易聯繫

關係，著重在成本面；包括投入產出的交易網絡，或者是廠商間訊息的交

流傳遞，亦即 Stroper（1995）所謂交易性與非交易性依賴（trade and untrade 
dependence）的概念；Porter（1990）競爭優勢的理念，以產業複合聚集模

式為基礎，認為不同部門、產業與制度環境的配合，才能創造國家競爭優

勢。Amin（1999）和 Florida（1995）認為聚集對廠商的利益包括了：1.鄰
近資訊、技術勞力、供應商等特殊資源；2.廠商活動之間可達互補；3.有利

於知識的產生和技術的創新；4.鄰近地方組織和公共財貨；5.在區域競爭壓

力下將獲得較高的集體效率等優點。Ernst et al.（1999）也認為，從外部經

濟觀點思考的產業群聚屬於靜態的研究範疇，研究主體是在「廠商」而非

地區，只有考慮地方差異條件並將廠商互動與學習等因素加入，才能更適

切地表達出產業群聚的動態變化。以下將別討論專業化經濟與多樣化經濟： 
 
（一）專業化經濟 
 
    源自於 Marshall-Arrow-Romer（MAR）外部經濟、專業化經濟，或稱

地方化經濟，主張都市內之某種產業因廠商聚集而得以共享生產要素，以

降低生產成本，在這樣的概念下，廠商在區位上的地理鄰近性將有助於促

進廠商間的知識外溢、默示知識移轉，以及技術擴散，整體的發展將形成

一個良性循環，使產業得以持續成長（Glaeser et al., 1991）。 
 
    Storper（1995）強調專業化整合生產的概念，認為廠商聚集是為了節

省交易成本。由於交易與生產型態的複雜性，地理距離上的遠近使得默示

知識與信任成為交易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並由此推論出廠商在地聚集

的原因（Newlands, 2003）。一般認為產業型態並不會影響聚集差異，高工

資與技術先進的產業會產生聚集，低工資與低技術產業同樣會有聚集現象

（邊泰明、麻匡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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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化論點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應用交易成本的概念來解釋廠商聚集，

與外部經濟單從生產成本與運輸成本的論述又更進一步，但還是未能超越

廠商的範疇。在衡量產業集中度指標的方法上，過去文獻中多透過地區的

產業就業人口數表示，產業就業人數反映了產業員工在空間聚集的特性，

產業就業人口數越多，代表該區域產業之聚集效果越大（Glaeser et al., 1991; 
Braunerhjelm and Svensson, 1996; Dekle, 2002）。產業集中係數公式為： 
 

產業集中係數 
∑∑  

j

i 

j i

Employees
Employees  

Employees
Employees  

   ＝   

 

其中              j iEmployees  ：為 i 工業地域製造業就業員工數 

                 ∑ i 
Employees：為 i 工業地域總就業員工數 

                  j Employees  ：為全國製造業就業員工數 

                 ∑ 
Employees：為全國總就業員工數 

 
    產業就業人數反映了產業員工在空間聚集的特性，產業就業人口數越

多，代表該區域產業之聚集效果越大。本研究採用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料

進行計算，依工廠投資之工業地域為基準，並歸類於北、中、南區域中，

為 MAR 動態外部性/專業化經濟之解釋變數，探討區域內產業專業化對於

再投資區位選擇決策之影響。 
 
（二）多樣化經濟 
 
    多樣化經濟源於 Jacobs 外部經濟，亦稱都市化經濟，為都市內產業間

互動與知識外溢所產生的外部效果，在不同的產業間形成技術的擴散與知

識的傳播（Jacobs, 1969）。若都市的產業具有多樣性，則可透過產業與產業

間的知識外亦與互動促進技術創新，使產業持續成長。 
 
    多樣化經濟主要源自於產業外部與廠商外部，其係指都市中一般的經

濟活動於產業與產業間，多數廠商的集中分佈將產生外部效益。多樣化經

濟指同一地區內所有產業的所有廠商，因為該地區擴大整個經濟規模時（勞

力供給、金融設施），可能因為某地區良好的運輸設施或是眾多金融服務

業，使得平均成本下移，而這些使平均成本下移的因素，往往是必須在大

都市中才能享受到的服務，因此這一類的聚集經濟通常是以發展較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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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地域為範圍來衡量。多樣化經濟指標為 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
（H.H.I.指標），其公式表示為： 
 

∑∑ ∈  

2

 jk 

2

k, i SSH.H.I.      * *＝  

∑  k k , ik , ik , i * *** )(   NNS ＝  

其中                 N *k , i
：為 i 工業地域 *k 產業就業員工數 

                   ∑ 

2

 S ：為當年度全國 H.H.I. 

                            （ *k 產業皆屬於製造業） 
 
    H.H.I.指標的數值越高，顯示廠商所面對的產業區域多樣性越低；反

之，數值越低則顯示產業區域多樣性越高。H.H.I.指標顯示區域中的產業展

現多樣性的發展，對於廠商創新亦將有所貢獻。本研究採用工商及服務業

普查資料進行計算，依工廠投資之工業地域為基準，並歸類於北、中、南

區域中，為 Jacobs 動態外部性/都市化經濟之解釋變數，探討區域內產業多

樣化對於再投資區位選擇決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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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廠商區位選擇相關理論與實證分析 

 
    本節探討過去在產業區位理論中各學派的主要內涵，透過產業區位理

論以引伸出廠商區位選擇考量因素。近年來廠商區位選擇相關理論的探

討，亦多涉及在地理空間上，然而在投資的區位選擇上如何重新思考廠商

本身決策，將成為重要之議題（Williamson and Winter, 1991; Pitelis, 1993）。 
 
一、產業區位理論 
 
    過去眾多學派對於傳統產業區位理論的討論面向很廣，主要內涵多由

供給與需求面出發，論及單一廠商對於區位選擇的考量因素，本研究整理

三類主要理論發展概念，分別為新古典區位選擇、行為學派與結構主義學

派，分述如下： 
 
（一）新古典區位理論 
 
    新古典區位理論以「成本」的概念出發，導向廠商以追求利潤最大化

與成本最小化為目標，主要運用學理分析廠商設立工廠之最適區位選擇，

僅探討廠商應設廠的位址，並未對廠商區位選擇的因素加以分析。在過去

的理論中，以廠商追求自利為最終目標，一般可分為三種類型：第一為最

小成本法，以 Weber 的工業區位理論為始，認為單一工廠成本最小化的區

位為廠商選址設廠的最佳位置，而其認為成本主要受到原料與產品運輸成

本、勞動成本與聚集經濟等三項因素影響。 
 
    第二為市場區域法，Hotelling 提出「區位依存」理論，認為競爭者之

策略對廠商區位選擇存有影響，認為創造最大銷售量地區為選址設廠的最

佳選擇。第三為最大利潤法，不同於上述僅從供給或需求面討論，而是同

時將供給與需求面同時考量，認為廠商最大利潤區位為最適設廠位置。 
 
（二）行為學派 
 
    行為學派運用實證方式，以單一工廠切入，探討影響廠商改變設廠區

位選擇決策行為之區位因素，除廠商追求利潤最大化的基本概念外，透過

整體考量企業聲譽、產品穩定性與安全，以及個人偏好的方式，提出廠商

個別考量因素比過去強調原料可及性的因素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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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構主義學派 
 
    結構主義學派提出社會結構的概念，結合產業活動的空間分佈，探討

社會結構性因素對於廠商區位選擇考量的影響，提出廠商區位選擇的決策

行為將受整體環境因素影響，而投資行為與區域空間專業分工有關。 
 
    過去傳統區位理論無論是廠商追求最小成本或是利潤最大化的前提，

以及其後發展的個別廠商行為偏好與整體環境考量，多探討單一廠商在投

資區位上的考量，面對現代面臨多工型態生產的挑戰，廠商區位選擇決策

應有更全面的思考，然上述理論的推演仍提供廠商區位選擇決策的基本概

念，下節將透過廠商區位選擇相關實證之分析，以歸納廠商區位選擇因素

面向，以為本研究後續實證之用。 
 
二、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相關實證分析 
 
    不同的區域特性對於企業活動的影響，在過去已有不少這方面的實證

研究（Fritsch and Niese, 1999; Bade and Nerlinger, 2000; Berger and Nerlinger, 
1997; Fornahl, 2003）。關於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相關實證分析，本研究分三部

分考量，第一部分探討廠商投資區位選擇之綜合考量，也就是整合企業自

身特性與投資環境評估後，對於區位選擇之決策行為；第二部分探討廠商

在自身企業特性上的選擇，指出高科技產業或是知識密集型產業在區位選

擇上之因素有何不同，以供後續研究模型變數之選取；第三部分探討投資

區域的環境因素對於廠商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以下依序說明。 
 
    第一部分為廠商投資區位選擇之綜合考量。Somlev and Hoshino（2005）
認為區位選擇模式主要就是在分析廠商投資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主要分三

個因素：廠商的特殊能力、國際化、區位。前兩個因素證明了旗艦廠商的

特性和策略，及旗下成員的組織型態；而面對不同區域的投資環境，企業

母公司勢必要對旗下分支多工型工廠作一定程度的調整。 
 
    Garretson（2000）在探討企業的區位選擇評估過程中，提出十項重要

之評估因素，分別為投資額獎勵、勞工僱用及訓練、創造就業的程度、基

礎設施的改善、低成本能源的使用、顧問服務、技術協助、工程協助、生

產專業技術，作為影響區位進駐之要因。Watts（1987）歸納出對於區位之

選擇有影響的七大類因素：勞力供給、運輸系統、社區鄰里、營運配套、

公共設施、位置、財務與特殊考量。Dunning（1977）將影響區位選擇的因

素分為五種：（一）市場因素：包括當地市場大小與成長率；（二）成本

因素：包括勞動與其他要素成本；（三）投資環境：包括地主國政府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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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穩定程度、滙率等因素；（四）貿易障礙：如關稅、配額等；（五）

一般性因素：如預期利潤等。 
 
    第二部分為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相關文獻。Watts（1987）與Carson（1986）
認為跨國公司決策過程時，投資評估之區位選擇順序，先是「國際性」選

擇，偏重政治穩定性、租稅政策及市場考量，其次是「區域性」選擇，最

後才是「基地」區位選擇。Laulajainen and Stafford（1995）也以兩個層次

觀點分別做切入探討：第一是環境層次（Situation），包括：市場接近性、

區域中央性、勞力易取性、總公司控制性、競爭者相關性；第二是區位層

次（Site）：包括土地尺寸、地形、地勢、排水、地質、生產負荷、道路、

交通中心、訪客方便與進入容易性等十個因素。 
 
    亦有針對高科技產業或是知識密集型製造業之區位選擇的相關文獻，

Westhead and Batstone（1998）對於「高科技產業」之區位選擇考量提出三

個主要觀點：首先，採用直接經濟成本論點強調，如接近市場、勞工成本

與人力資源等；其次，以行為學派之理論論及科學園區廠商活動如何來降

低園區廠商的不確定性風險及成本；最後，結構方法強調發展科技廠商與

整體環境的聯結，乃需透過企業間正式或非正式的資訊技術交流。Aydalot 
and Keeble（1998）就高科技產業之投資區位選擇因素歸納出數項重要因

素，如：高級專業人力、當地的科學研發能力、對支援性產業之接近性、

政府的區域政策等各要項。 
 
    第三部分為區域賦能相關文獻。過去文獻發現，區域變數對於區域中

興廠率和影響新廠的成長和發展有關（Nerlinger, 1998; Almus and Nerlinger, 
1998; Steil, 1997; Fornahl, 2003）。就實際地區性之研究而言，國外在探討區

位進駐的考量通則（Watts, 1987）或特定地區之發展計劃（Garretson, 2000）
中，均強調公共設施完備性之重要。Braun and McHone（1992）與Monck et 
al.（1988）亦對廠商進駐科學園區及非科學園區之評估因素進行研究，發

現進駐科學園區之廠商其主要考量是以「區域的聲譽」、「易取得學術單

位的資源」、「區域基礎設施管理」為首要，而進駐非科學園區的廠商則

主要是因為「企業在地化選擇」、「區域技術勞力供給與成本」、「投入

土地成本和建築成本較低」之因素。 
 
    在區域公共政策方面，Townree（1976）提出關於區位吸引力的概念並

加以闡釋，包含了津貼、政府租稅優惠、勞動力、金融業財務支助、技能

培訓服務等方面。而在區域之考量上，則以政府之區域政策、運輸經濟與

方便性、勞動關係、市場性、與母公司關連性、相關服務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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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en（1987）利用巢式羅吉特模型，探討製造業廠商分支工廠設立

與遷廠行為在都市間之區位決策行為，實證發現區域中製造業員工數對於

區位選擇具有重大之影響。Erikson and Wasylenko（1980）採用羅吉特模型

分析，遷往郊區之製造業廠商之遷廠行為，實證發現製造業廠商傾向在擁

有相對較多工業用地之地區設廠，主要考慮未來擴廠之方便性。同時發現

製造業廠商傾向遷往鄰近高速公路且有較高工業用地比例之地區，而非低

地價而遠離市中心之地區。Herrin and Pernia（1987）探討當地廠商與外資

投入之廠商之區位選擇行為差異，利用訪談之方式，研究發現兩點影響因

素，一為設廠用地的可獲得性，二為未來擴廠之用地供給。在高科技產業

廠商之研究方面，施鴻志（1990）利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發現高科技

產業廠商選擇投資區位選擇時，所考慮之前十大因素依序為：地交通便利、

技術人力資源、地價低廉、治安良好、有關聯性支援廠商、自有用地所在、

薪資成本低廉、公共設施完備、非技術人力來源、近原料市場。Hodgkinson 
et al.（2001）利用問卷及電話訪談方式，探討廠商在擴廠與遷廠之區位選

擇，發現不同產業對於區位選擇亦會有相同之考量因素，如：土地價格、

建築成本與勞工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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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旗艦廠商企業投資與組織決策 

 
    本節聚焦在旗艦廠商在區域中扮演的模範角色（role model），使得旗

艦廠商再投資的區位選擇在區域中形成特殊的指標意義，並探討投資區位

選擇因素的面向，結合一般環境因素與旗艦廠商投資經驗與特性，以供後

續研究對於再投資區位選擇模型的變數參考。 
 
一、旗艦廠商企業投資決策 
 
    過去我國產業以製造業為核心，源自於我國企業製造能力優異，但因

國內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原本賴以競爭之製造優勢逐漸流失，因此產業紛

紛進行跨國佈局以運用跨區域性的資源以降低製造成本與提升競爭能力，

在企業進行調整經營策略之際，推動國內產業發展再投資的環境確實刻不

容緩，政府為使企業在全球佈局的同時，能以台灣作為經營決策的中心及

價值創造之「企業營運總部」的基地，以及成為地區中的吸力再投資設立

工廠，創造全新的生產環境。已於 2002 年通過「推動企業營運總部行動方

案」，規劃的相關優惠措施，並於「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中繼

續實行。本研究將據此，探討屬於台灣地區的跨國企業以台灣作為企業決

策中心及價值創造之「企業營運總部」的基地，向外投資佈局後，於母國

的再投資行為，將具有指標性的作用，亦可能對於區域特性的分化造成影

響。 
 
    本研究採用 Rugman and D’cruz（1997）對於旗艦廠商的定義，在區域

中有領導地位的多國企業（MNEs），如圖 2-3，其領導著區域中由四個重要

成員組成的產業網絡：關鍵供應者、關鍵顧客、特殊競爭者及非商業的相

關基礎建設，帶領區域內相關成員共同發展，形成一種區域特化的關係。 
 
    事實上，台灣地區的製造業多已有跨國生產的行為，在區域中發展的

領導地位也都足以影響或帶領區域中產業發展的導向，Brenner（2001）認

為廠商興廠的重要性在於建立在地產業群聚，漸漸地產生正面的效益在就

業、成長和創新上，有很多研究在不同的歐洲區域（像是 Cambridge, Jena or 
Grenoble）中都肯定了這一點。旗艦廠商在這一方面，將在地方設廠的策略

考量更加推廣，可分為二個面向：（一）廠際間關係的整合是在尋求產量

彈性化，特殊賦能及地域能力的掌控，旗艦廠商亦可促進供給者的合作競

爭；（二）區域內知識的傳遞被視為旗艦廠商全球和地方市場的競爭策略，

產業氛圍的成長支持地域的核心賦能發展（Albino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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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旗艦廠商網絡關係圖 
資料來源：Rugman and D＇cruz（1997）。 

    當旗艦廠商投資在工業地域中，資本能力和規模經濟，將使其成長的

行為成為一種策略性的指標，對於地域中的其他廠商，會產生一種對於知

識或是認知表象在區域內移轉的影響（Albino et al. 1999）。無論是區域內

部，或是區域外部都會受到區域中模範角色（role model）的吸力，使得廠

商從外部收到吸引進駐投資（Fornahl, 2003）或是區域內部廠商受到模範角

色的行為影響（Bandura, 1986）；也就是說，區域中的模範角色將是一種區

域指標，檢視區域中有沒有可以學習的模範和模仿整體投資階段過程，對

於區域內外企業進駐和設立工廠的組織決策相當重要（Bandura, 1986; van 
Praag, 1996; Kriegesmann, 1999; Fornahl, 2003）。這樣的仿效行為將指向區

域中旗艦廠商的決策行動，然而旗艦廠商便是區域發展中重要的模範角

色。當旗艦廠商在區域中的活動對於區域成功與發展有重要影響，不管是

區域內外的廠商都想模仿這項導致旗艦廠商活動的因素，也證明旗艦廠商

是區域生產網絡中探討的重要核心，也是區域發展中關鍵行動者。 
 
    旗艦廠商對於區域發展最直接的影響便是企業總公司投資進駐的決

策，如同 Daneil（1985）與 William（1988）皆認為企業在拓展規模與多角

化經營時，需要一個專職管理的總公司機構，故總公司管理機構是旗艦廠

商最重要的決策核心。而過去關於企業總公司的討論多涉及於總公司設立

的區位選擇行為（Ihlanfeldt and Raper, 1990; Holloway and Wheeler, 1991; 
Shilton and Webb, 1995; Coffey, 1996; Schriner, 1999; Hayter, 2004），如下表

2-3 所述，在總公司的區位選擇上大多導向環境條件的因素上，像是財務資

本、人力技術、交通設施、生產資源等。 

其他消費者 其他供應者 

特殊競爭者 

 
網絡成員 公部門 非商業的相

關基礎建設 

 

旗艦廠商 

關鍵供應者 關鍵顧客 

網絡關係  消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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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企業總部區位選擇相關文獻整理 

作者 其研究推論總部區位選擇因素 

Ihlanfeldt and Raper（1990）
選擇顯著的接近支持性服務供應商、高機能

品質地區與便利的大眾運輸系統 
Healey andWatts （1987）

Edgington （1994） 
該國主要城市或首都 

Coffey（1996） 
說明總公司辦公室位於都會區中主要是獲取

較優質的技術性人力和生產資源 

Holloway and Wheeler
（1991） 

利用財星（Fortune）雜誌公布的 500 大廠商

企業總公司資料描述 1980 年至 1987 年美國

廠商企業總公司的區位，研究發現陽光帶地

區的企業總公司家數逐漸增加，而總公司會

有空間聚集的現象發生 

Vedovello（1998） 
指出學校提供了企業與學術互動的機制，也

促進了人力資源與非正式連結的形成，越接

近學校的區位要素將日漸重要 

Shilton（1995） 美國 40％的企業總部集群於 20 個都市之內

Schriner（1999） 
其會將總公司設置在容易取得專業服務、鄰

近資金市場、鄰近政治中樞及良好人才之處

Hayter（2004） 
國際性的廠商傾向把總部、研發、與控管中

心有關的設施設立於優良的市中心，同時定

義這些地區稱為「圓心效應」 

Jakobsen and Knut Onsager
（2005） 

以挪威 200 大企業為觀察對象，其設置總部

傾向都會區，並依其調查結果將總部區分為

四大類：歷史、政治（制度）、高階分工及

一般區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田揚名（2005） 

 
    由上可知，環境條件將使區域的本質受到選擇，因為企業或廠商的活

動導致一些相同的區域因素，會存在影響到活動和引發特化區域資產的行

為（Nerlinger, 1998）。是故，對於廠商或是企業家在區域中活動的考量，

若只探討環境條件對區位選擇之影響，區域資產產生分化的情況將難以解

釋，即使是兩個環境條件相同的地區，也不可能出現一種相同發展的結果。

況本研究主要論及旗艦廠商在區域中的投資活動，所涉及對於區域中的發

展將有主導模範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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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對於廠商總部觀察只會注意到環境條件對於決策的影響，事實

上。在大部分的環境分析上是不足以解釋區域分化和企業家活動的改變行

為（Fornahl, 2003），只有把一般環境條件的衝擊，以及影響資訊改變與處

理都納入考量，企業新興廠商的真實決策才能被適當的解釋，尤其對於區

域中旗艦廠商的投資與再投資行為，可能有別於一般廠商之決策，因為他

們一方面以成為其他廠商的模範角色，另一方面對於區域的選擇偏好也會

可以視為個體選擇而不同。本研究將利用這樣的概念加以詮釋，即使區域

在相似的環境條件中，透過旗艦廠商與在地廠商不同的特化行為，還是得

以產生不同的區域特化效果。 
 
    在 FDI 理論中，探討在全球佈局地點之企業總部對於區域中子公司與

旗下工廠之控制能力，衍生而出的是區域中子公司與工廠設置數量成為旗

艦廠商在地的無形資產（Caves, 1996），也同時影響著旗艦廠商在技術獲取

方面的競爭力（Somlev and Hoshino, 2005）。故，旗艦廠商在區域中工廠投

資設立數將為衡量產業投資經驗的指標，也代表著旗艦廠商在區域中擁有

無形資源的多寡。 
 
    延伸前述討論，當有廠商面對區域產業發展的潛在投資機會時，將會

到過去未投資過之區域投資設立生產工廠，當企業依循利潤最大化，尋找

利益而設立新廠的同時，也產生了地理鄰近性的價值（Gompers and Lerner, 
1999）；也就是說，當設立第一家生產工廠的同時，旗艦廠商將開始進入在

地的生產系統，成為在地生產網絡的一員。而在地資訊和企業發展網絡的

建立，展現一種不同於總公司設立的氛圍，透過在地工廠與工廠間的活動，

使企業更能把握機會運用地區中特殊的資產，則第一次的投資決策亦將造

成旗艦廠商對於區域上認知行為的改變或是強化，對於再投資的決策造成

經驗上的影響。 
 
    對區域經濟整體發展的了解可以透過旗艦廠商投資與再投資的活動來

加以分析，因為這樣特殊的經濟體主動與在地環境互動，能適應地區情勢

變化、危機處理，並把握機會運用地區特殊資產，最後將建立並強化區域

的特化形成區域的競爭力。旗艦廠商是區域中的模範角色，其於區域中的

決策行為對於區域有重要的影響，本研究將以此為核心論點，分析旗艦廠

商在區域中再投資的區位選擇行為。 
 
二、企業組織之地理鄰近性決策 
 
    過去，鄰近性便被視為一種企業創新的刺激。是故，有競爭力的產業

群聚需具備某種程度上的關係特徵，第一點最必要的條件為鄰近性，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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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仍需結合另外四條件之一，才能作為有優勢的產業群聚地域：（1）同一

產業的競爭廠商或公司在地理上集中；（2）和區域中其他產業有緊密的買

賣關係；（3）使用共同或類似的技術；（4）分享專業化的勞工或人力資源

（Hill and Brennan, 2000）。 
 
    Boschma（2005）認為鄰近性（proximity）可以區分為五種類型，分別

為地理鄰近性、認知鄰近性、組織鄰近性、社會鄰近性、制度鄰近性，而

各種鄰近性對於創新和學習的過程皆有不同效果的影響，而不同的鄰近性

之間亦有互補或替代的效果，程度適中的鄰近性效果對於創新和學習的過

程有較大的助益，過多或不足的鄰近性效果皆必須受到調整至最佳型態。

其中，地理鄰近性所指的是空間上實質接觸的範圍，也由於知識的外部性

在外溢時有空間上的限制，因此地理鄰近性有助於廠商吸去外部知識，進

而發展或提升廠商活動的成效，因此，越接近知識來源的廠商將會有較佳

的創新成效。 
 
    地理鄰近性指的是經濟行動者（economic actors），也就是區域中的廠

商，活動空間及實體之間的距離，指的就是在空間中實質的接近，實證研

究指出地域知識外部性有空間上的限制，因此愈接近知識來源的廠商將會

有較佳的創新成效，因此地理的鄰近性滿足了廠商合作的需要（Maskell and 
Malmberg, 2002; Sternberg, 1995; Camagni, 1995）。Howells（2002）整理過

去的研究發現地理空間中確實存在有知識外溢的現象，而且這樣的現象不

只發生在符碼化的知識，未經符碼化的知識也一樣進行傳遞交流。然而在

外溢的過程中，因知識的使用有部分需配合當地無法符碼化的社經條件，

所以隨著距離的增加而傳遞效果遞減的情況是確實存在的，由此表示默示

知識只有在一定的空間範圍內才能自由傳遞，故地理鄰近性在知識外溢的

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地理空間因素的重要性會因為知識類型、產生與移轉關係的不同而有

增減，因此知識外溢與地理鄰近性在空間上有密切的關係，知識會從產生

處向外溢出，且知識的互動也會隨著距離增加而減少，證明了知識外溢具

有空間距離上的限制，尤其是默示知識更受到地理空間流動的限制

（Howells, 2002）。Canniels（2000）證明了知識傳遞受到了地理空間的阻

隔，即地理距離的增加將會減少之知識外溢的效果，進而使知識的產生和

創新降低。此外，吸收知識的途徑也有很多種，即使此途徑是一種非正式

的會談，接近知識產生者的地理鄰近性，也會對知識外溢的正面外部性有

所助益（Jaffe, 1989）。從 Porter 的研究發現，無論群聚的大小，地理上的

鄰近都被認為有助群聚內各個單元的相互溝通與互動，故有助於提升區域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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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對工業地域的討論，主要因第三義大利相關研究而引起學術界的

關注（Lee and Stafford, 2000; De Propris, 2005; Balloni and Iacobucci, 
2004），各學者基於不同研究目的及需求賦予其不同的定義。過去，Marshall
提出了產業氛圍的概念，其所指的就是在空間範圍內發生的技術累積、

know-how 和知識，所創造出的一種產業環境，有利於提高經濟成長和刺激

技術創新產生和傳播，也有利於工業地域中廠商之間資訊、知識和技術的

傳遞（Evangelista et al., 2002）。地理鄰近性加強了產業聚集內部的關係和

角色成員間的互動，有助於交易成本的降低、信息的創造與流動以及地方

機構的發展，滿足了地區廠商群聚的需求（王緝慈等，2001）。結合了地理

鄰近性與工業地域的概念，Stafford（2002）認為工業地域是一具有聯合功

能的區域，其連結了地理空間鄰近性的廠商活動，且提出了製造業的區域

應符合下列準則才能視為工業地域，點明了工業地域的空間範圍、垂直和

水平分工的網絡及勞力供給情形：（一）廠商間存在高度的地理空間鄰近

性；（二）工業地域內存在投入產出強烈的地方垂直連結；（三）工業地域

內具有代表性的生產性服務業與資訊業的水平連結和合作關係；（四）工業

地域內存在強大的勞力供給。 
 
    在綜整各學者對於工業地域理論與地理鄰近性的文獻上發現，工業地

域為疆界明確，並有中小廠組成的區域範圍，其中應該特定產業專業化製

造生產的空間聚集現象發生，在人力資源的重要性上多有著墨（Becattini, 
1990; Sforzi, 2002; Belussi and Pilotti, 2002），而主領產業也是一個重要角色

（Sforzi, 2002; Albino et al, 1999; Paniccia, 2003），其中工業地域內的生產網

絡亦多有探討（Harrison, 1992; Belussi and Pilotti, 2002; Albino et al, 2006）。
周于晴（2007）綜整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工業地域作一般性的定義，考

慮其因第三義大利相關研究而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包含廣、狹兩義：（一）

狹義的工業地域：在特定範圍內，由專業化於特定產品各生產階段的中小

型廠商聚集所構成的彈性系統，同時具有既競爭又合作的網絡關係。（二）

廣義的工業地域：一定的地理範圍，包含專業化之製造業或服務業等活動

位於其中，擁有生產功能連結性。 
 
    廠商在區域中的活動本是建立在地理鄰近性，以及工業地域中的網絡

效應，透過分享認知表象和區域特化資訊的處理，影響著區域中廠商的決

策過程（Fornahl, 2003）。在整個區域生產網絡中，旗艦廠商的運作行為影

響的將不只是其上下游串聯的廠商，而是整個外部的創新環境與企業內部

組織下的每一個成員，無論是人力資源、研發合作、產品配銷、消費者，

甚至創新活動中的每一個伙伴及供應商，都會受其影響，有時還會涉及政

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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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回顧在地生產系統與區域賦能、產業群聚理論、地理鄰近性與工

業地域理論、聚集經濟與區域賦能指標、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相關實證分析，

以及旗艦廠商企業投資與組織決策等，以作為本研究後續實證分析之核心

論點。 
 
    回顧台灣過去數十年來的產業經濟發展歷程，在國際間有許多正面的

評價，稱之為「台灣經濟奇蹟」。過去在政府政策致力於塑造有利於科技產

業發展的環境下，製造業為台灣產業帶來重大的貢獻，當我國不同的產業

類別之製造業發揮其優勢競爭力的同時，亦使得台灣地區北、中、南三大

區域發展出各自獨特且具有潛力的製造業特性。事實上，區域產業特性與

賦能之優劣將可透過區域中廠商與行動者的活動來表現，尤其是區域中的

模範角色，對於區域內外企業進駐和設立工廠的組織決策相當重要。 
 
    旗艦廠商是區域發展中重要的模範角色，而其區位選擇與組織決策行

為對於區域發展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過去的文獻對於旗艦廠商投資區

位選擇的探討，多注重旗艦廠商在地主國的區位選擇行為，或是與在地企

業間的互動。對於企業總公司的討論亦多涉及於總公司設立的區位選擇行

為。另一方面，過去傳統區位理論無論是廠商追求最小成本或是利潤最大

化的前提，以及其後發展的個別廠商行為偏好與整體環境考量，多探討單

一廠商在投資區位上的考量，面對現代面臨多工型態生產的挑戰，廠商區

位選擇決策應有更全面的思考。本研究認為旗艦廠商多工型工廠的特性在

組織決策上的區位選擇行為，面對各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特性的差異，透

過理論的推演仍提供廠商區位選擇決策的基本概念，應有不同於過去文獻

與理論，並更全面的考量。  
 
    基於上述的概念，本研究以在地生產系統透過對於區域賦能、產業群

聚理論、地理鄰近性與工業地域理論，以及聚集經濟與區域賦能指標等理

論與相關文獻回顧，將涉及旗艦廠商投資區位選擇之環境條件與以分析論

述。而產業群聚理論思考區域內產業間的互相依賴關係，為促進地方發展

及提升產業競爭力提供策略性的工具；地理鄰近性探討廠商與廠商間，在

空間中實質的接近，滿足了在區域中知識移轉與模仿行為的需要，而結合

了鄰近性的概念，工業地域為近代刻劃出區域的研究範圍。工業地域理論

整合了聚集經濟與 Marshall 產業地區化的概念，探討廠商在特定區域的聚

集，創造外部性的經濟，以節省廠商生產成本，評估區域賦能之指標孕育

而生：專業化經濟、多樣化經濟，兩者分別以不同的角度出發，論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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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產業特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台灣地區旗艦廠商以製造業 1000 大的地位，於

母國投資多工型工廠的同時，在區域中便是有領導模範角色的旗艦廠商，

使得區域內部，或是區域外部的廠商都會受到旗艦廠商吸力的影響，進而

使區域特性得以分化。基於這樣的特性，在探討旗艦廠商投資區位選擇之

影響因素時，不應僅納入一般投資環境條件，而是應加入影響廠商資訊改

變與處理模式的因素，以了解旗艦廠商的再投資的真實決策。最後，透過

在 FDI 理論中，探討企業總部對於區域中子公司與旗下工廠之控制能力，

以及對於區域中影響其他廠商的行為特徵，了解旗艦廠商在區域中擁有無

形資產。結合地理鄰近性的價值與聚集經濟的效用，以及旗艦廠商過去在

時間歷程上投資的經驗，便得以較全面的分析區域經濟整體發展，並為區

域的特型予以描述與定位，以為各個區域形塑出符合地方特性的政策，強

化區域發展。 
 
    此外，與過去均衡區域發展理念有所不同，本研究認為不同的區域需

要不同的政策，以使區域特性得以發揮。成功的區域發展案例並不一定適

用於每個區域。然而，結合區域中旗艦廠商的投資與組織決策活動，可能

才是區域發展政策制定時一個較適當的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