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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與組織創新： 

經濟場域廠商財產權、知識社群、人力資源的創新 (3/3) 
 

研究成果報告 

 

中文摘要 

 
大致而言，在科學園區主要的大公司是半導體晶圓製造和 IC 設計公司；而

加工區的主要大公司是半導體產業下游的封裝和測試公司。在 1997 年金融風暴

後，台灣半導體的晶圓製造廠開始在海外消費市場設晶圓廠，進行全球化佈局策

略。同時，台灣半導體公司也不斷提升技術研發能力。在 2000 年半導體產業面

臨嚴重衰退，台灣半導體董監事佈局朝向公司治理專業化，董監事組成有高學

歷、專長化的趨勢。至於技術結盟的網絡也從早期較多的技術移轉，漸漸發展到

2000 年後的技術研發創新合作和擴散網絡的趨勢。 
 
兩區起步最早也最有名的知識管理社群即為希望園區，但在過去五年間這個

知識社群有由盛轉衰的趨勢。從對兩區的知識社群成員網路調查結果發現，在加

工區及科學園區，參與者多為工程師及行政管理人員。活動主題亦多與專業知識

相關。參與者及填答者多為核心成員或常上網瀏覽社群資訊及轉寄相關訊息者。 
網絡分析顯示，被選為知識討論次數最多者多為希望園區的主要幹部與核心成

員，其網絡中心性高。研究也發現參加希望園區協會與定位法的社會資本對於知

識分享、知識創新和工作創新都有顯著影響。質化深入訪問資料顯示目前兩區的

最先創會領導者都先後離開原半導體公司，創立與知識管理有關的顧問公司，協

會的活動和影響力也在下降中。 
 

兩區人力資源招募和訓練朝向知識管理制度轉型有困難。使用報紙招募的情

況逐漸減少，而利用網路人力銀行的情況漸增；員工引薦的部分雖也有減少的趨

勢，但從比例來看，仍為招募工程師的重要方式。內部訓練及與顧問公司合作是

公司最常用的訓練類型。然而，知識管理的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特別是職能分析、

知識分享和創新，推動得並不成功。網路銀行的招募外包，有降低成本的功效，

故能被組織採納；竹科採納網路銀行招募制度比加工區早也較普遍。 
 
 

關鍵詞：董監事網絡、技術網絡、知識社群、人力資源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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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 Innovation of Property, Knowledge Community, and 

Human Resource in Firms of Economic Fields (3/3) 
 

Abstract 
 
The major dominant large companies in the Science Park are foundry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IC design houses; the major dominant companies in the Exporting Processing 
Zones are Package and Testing companie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fter 1997, the 
major foundry manufacturing firms began to invest new factories globally. In the 
meanwhile, they also continued to upgrade their technological levels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After 2000, the strategy to arrange the board director tended to be 
professionalized, and the composition of board directors tended to have hig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networks have increased.  

 
The “Hope Community” is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famous knowledge community 

in these two regions. However, these communities seemed to grow first then decl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From the web-survey for the “Hope Community” members, we found 
that the major member participants are engineers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rs. From 
network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core members of Hope communities are the most 
central ones in the knowledge discussion networks. This survey also found that 
participating Hope Communities and the social capital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facilitated the knowledge sharing, knowledge creation, and work innovation.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 The recruiting method through newspaper declined and 
that through web human resource bank increased. The recruiting method through 
employees declined a little but still is important means to recruit engineers. Internal 
training and training collaboration with consulting firms are the major training programs. 
However, the recruiting and training programs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e competence for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The recruitment method through web 
human resource bank pervasively was adopted by most firms, especially in Science Park, 
because this recruitment method can reduce the cost for the firms. 

 
Key Words: Interlocked Networks of Directors,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 

Knowledge Communities, Human Resourc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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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與組織創新： 

經濟場域廠商財產權、知識社群、人力資源的創新(3/3) 
 

研究成果報告 

熊瑞梅 

 

一、計畫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源自本人從1998-2001年間針對加工區經濟制度轉型，以及2001-2003

年從事加工區及科學園區的知識經濟、社會資本與人力資源制度實踐的研究時，

發現兩區在面臨全球化知識經濟時代技術及制度環境變遷的壓力下，為適應高度

不確定的場域及產業環境變化，必須採取組織創新的方式因應之。本研究試圖探

討 1997 年的亞洲金融風暴、2000 年的高科技產業衰退及政黨輪替等政經高度不

確定的情況下，位於經濟特區下的廠商如何在財產權、知識社群及人力資源三個

不同面向上，採取及調整彈性創新的異質化控制網絡結構，連結同異質性資源，

以進行組織創新。針對這三個層面的組織創新，本研究詳細的研究問題與目的如

下： 
 
（一）在廠商財產權的創新上，本研究首先探討經濟特區的廠商如何以董監事跨

多重企業的重疊網絡，以及透過技術契約作為槓桿，逐漸發展而建構其水平及垂

直整合的異質化控制網絡結構以因應市場環境的變遷。 
 
（二）在知識社群的創新上，本研究試圖以網路調查的方式，探究組織場域中的

協會（希望園區）如何成為場域中的橋樑者，使參與該知識社群的成員能將在網

路社群中所交換與分享的知識，用在其各別組織中，形成組織創新的力量，增加

組織競爭力。 
 
（三）在人力資源制度的創新上，本研究額外針對兩區高科技廠商人力資源主管

進行第二次組織人資制度變遷的追蹤調查，1試圖從招募及教育訓練制度的轉型

來探討高科技產業組織如何透過人資多元化組織原理的變革，朝向策略性人資角

色的組織創新發展，以使組織更能適應環境的變遷。 

                                                 
1 先前兩區高科技廠商的第一次人資主管調查於 2002 年 2 月間以面訪進行調查。本研究原本設

定以郵寄問卷進行第二次調查，但因此調查結果將提供兩位博士生進行博士論文撰寫之用，在考

量郵寄問卷回收率偏低的情況下，變更原設計而改採面訪的方式，於 2007 年 2 月間進行第二次

追蹤調查，追蹤完訪率達 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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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與討論 

（一）廠商財產權創新上的發現 

本研究為三年期計畫。第一年針對加工區及科學園區企業組織因應環境

（1997 年的東南亞金融風暴和 2001 年半導體產業的大衰退）所產生的兩種組織

網絡（董監事網絡和技術合作網絡）創新的變遷模式進行分析。實際資料分析時，

發現兩區上市的大公司橫跨不同產業，他們之間的董監事連結往往超越兩個特區

範圍，很難看出兩區大公司在上述兩種類型網絡變遷的意義。但大致而言，在科

學園區最重要的上市大公司都和半導體的晶圓製造和 IC 設計公司有關；而加工

區的上市大公司與半導體產業下游的封裝和測試有關。故在後續自行補充的資料

蒐集時，便企圖鎖定半導體產業、並蒐集半導體上市公司的董監事連結資料及半

導體產業的技術合作資料。這些資料的蒐集是一個艱鉅的工作，故目前是和本人

新的三年期研究計畫一併進行。 
 
從本人所蒐集的檔案文本資料顯示半導體產業的董監事連結網絡在 1997 年

金融風暴時，台積電和聯電分別購併新加坡和日本公司，拓展新的晶圓廠，企圖

靠近消費地的全球化佈局策略；這段時期，台灣半導體產業在技術研發的能力也

不斷提升，在 1998 年甚至幾個半導體廠商的技術研發能力都超越工研院。在 2000
年半導體產業面臨嚴重衰退，台灣半導體產業在董監事網絡和技術網絡佈局都有

因應策略。組織外部的董監事網絡佈局朝向公司專業化、上下游佈局策略和獨立

董事等佈局策略。在公司專業化和獨立董事佈局上有朝向董監事高學歷專長化的

趨勢（附件一）；這段時期，半導體晶圓製造公司的董監事和上游 IC 設計和下

游封裝連結的趨勢增強，且董監事網絡在多元佈局上也呈現以過去同事班底多元

佈局的董監事網絡特性。至於技術結盟的網絡也從早期較多的技術移轉，漸漸發

展到 2000 年後的技術研發創新合作和擴散網絡的趨勢（附件二）。 
 

附件一是一篇即將發表於 2007 年台灣社會學年會的論文摘要──〈台灣半

導體產業組織董監事專業化的機制〉。所謂董監事專業化是指公司總經理朝向專

業經理人，同時也處於董事位置；董監事人員學歷組成朝向高教育化。在董監事

方面，本研究建立了 2003 年半導體產業組織特質及董監事教育和工作歷程資

料。公司董監事專業化是以公司總經理是否屬於董監事成員、總經理的學歷、總

經理的資歷、總經理持股比例、董監事的學歷組成指標代表公司董監事專業化的

指標。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影響董監事專業化的機制包括組織場域的上、中、下游

位置，公司空間聚集性，董監事網絡的重疊程度（社會資本機制），技術合作網

絡結構相等位置，及技術合作網絡的地位象徵。研究發現在組織場域方面，半導

體產業的中游晶圓製造和上游 IC 設計公司的董監事具有國內外博士比例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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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聚集在科學園區的公司董監事有國內外博士學位的比例偏高；公司董監事

網絡和別家公司重疊性高者，傾向於有高比例的博士學位董監事；公司技術網絡

和較知名的國外半導體公司合作者傾向於有高比例的國內外博士學位董監事；公

司技術合作網絡中心性程度高，傾向於有高比例國內外博士學位的董監事。 
 

附件二是使用技術合作網絡產生的論文，（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即將發表

在 2008 年世界網絡會議的論文〈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合作網絡之轉型〉。在半導

體產業上市公司間的技術合作網絡上，本研究發現（一）在 2001、2003、2005
三個時間點上，技術合作類型上的網絡結構變遷趨勢顯示出 2001 年的技術網絡

連結傾向技術學習； 2003 年則在全球半導體市場景氣回升後，組織間的連結以

合作共同開發案為主，偏向技術創新；到了 2005 年，則傾向在地化的技術擴散。

不過，三個時間點技術授權均居高不下，顯示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與全球核心廠

商技術連結的密切互賴；從結構位置來看，上游 IC 設計公司傾向技術擴散；中

游製造廠商傾向技術創新，而下游封測廠商的技術連結仍偏技術學習。（二）若

以代工和非代工技術契約的變遷模式來看，變化最大的時段均在 2001-2003 年，

上、中、下游核心廠商均出現多元化及快速增加技術合作契約趨勢，反映出廠商

以異質性技術結盟增加廣度的方式因應市場景氣變動，然而，2003-2005 這種趨

勢減緩，某種程度顯示出技術成熟後的結盟出現穩定的路徑依賴模式。（三）就

結構相等的角度而言，非代工技術合作契約可看出以中游製造業、其次是上游設

計業大廠的中心性較高；而代工的技術合作契約則以下游的封測大廠為核心，此

二種模式在三年均呈現穩定的狀態，即中心性高的關鍵廠商在三個時段的中心性

均高，且這些關鍵廠商多為橋樑者角色，並已出現集團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在

非代工的技術合作上，從 2001 至 2005 年，這些關鍵廠商的結構自主性隨時間演

進而增大；然而在代工的技術合作上，則出現相反的結果。 
 

（二）知識社群創新上的發現 

2002 年，本人曾針對加工區及科學園區內各兩家高科技廠商進行員工調

查，結果發現，過去代工型產業組織在公司治理上既不需要也不願意投資知識管

理和扶植知識社群。2000 年後，政府雖高舉知識經濟之大纛，但以台灣的代工

型產業經濟環境，即使是號稱高科技的半導體產業，在公司高層不支持及無法制

度化的情況下，主事者欲有所作為，實務上也很難落實，因此組織內部不易形塑

出知識管理的組織環境。2002 年，兩區中最早具有組織內部網路社群的指標性

廠商（世界先進及飛利浦建元半導體廠），其網路知識社群也才剛起步，看不出

對組織創新有任何實際效果。 
 

換言之，代工型或加工型的組織自我定位，幾已決定了組織的獲利及對不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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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務的投資程度，這種發展似乎也決定了知識經濟在台灣註定成為一種迷思；

不過，現今高度知識密集的 IC 設計公司蓬勃發展，則可能出現轉機，有待進一

步研究。其次，主要核心成員的離開，也是組織無法持續推動知識管理及知識社

群的重要因素。第三，由於組織不願在知識管理上投資，因此，扮演異質性資訊

流動中介平台的協會角色就變得相當重要。在台灣的兩個經濟特區中，起步最早

也最有名的知識管理社群即為希望園區（附件三）。 
 

自 2000 年後，本人即持續針對加工區及科學園區的知識社群進行長期資料

蒐集、訪問及研究分析。竹科的希望園區自 1997 年由創辦人世界先進知識管理

部經理嚴守仁先生發起後，各地因地、因人制宜陸續發展出不同形式的知識社

群。2在加工區及科學園區，參與者多為工程師及行政管理人員，活動主題亦多

與專業知識相關。北部（竹科、台北）希望園區因竹科及台北的產業及生活型態，

其聚會及演講發展出較軟性及多元化的議題；而南部希望園區則因其位於加工

區，必須以明確而能使參加者獲得資訊或知識的議題方能吸引成員參與，因此聚

焦於較實務的人力資源與知識管理議題。除定期聚會或演講，希望園區在場域中

組織間知識社群的連繫上，隨著資訊及網路科技的進步，開始朝向網路知識社群

發展。 
 

作為一知識交流與分享的橋樑平台而言，從深入訪問中發現，希望園區網路

知識社群的特色之一是成員的流動率高，此次網路調查主要的參與者及填答者多

為核心成員或常上網瀏覽社群資訊及轉寄相關訊息者，附件的「半年內最常聯絡

的成員」社會網絡連結圖可看出南北兩區中被選次數最多者多為主要幹部與核心

成員，3故其網絡中心性高。在性別上，南希填答的成員以男性較多，北希女性

較多；南希已婚者多，北希則未婚者多；從成員所屬組織之規模來看，南希成員

為大公司員工者較北希多，南希參與人資主管協會者也多；在志願性協會參與

上，則北希較多；就知識分享與創新而言，會與希望園區成員討論事務者以北希

的程度較高。至於與創新有關的分析發現，（一）若成員瀏覽希望園區網站的頻

率越高、認識越多希望園區的成員、讀書會參與越頻繁、屬於專業人員及南希成

員 4，在工作上常用到新的想法或做法的程度越高。在創意運用這一題上，希望

園區特殊的社會資本是優於一般社會資本的，顯示參與希望園區，透過與成員間

的互動討論，對創新的想法及問題解決有顯著的效果。（二）若社群成員所能觸

及的職業位置越多（一般社會資本）、參與讀書會的頻率及加入希望園區越久（特

殊社會資本），未婚及南希成員在工作上較會經驗分享，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

不論是否加入控制的個人特質（人力資本），以定位法所測得的社會資本均具顯

著性，表示定位法在測量上的穩定性及社會資本確具重要性。從分析中可見，社

                                                 
2 計有新竹、台北、南部（高雄）、台南、台中等希望園區。 
3 在對稱網絡（填答者 vs.填答者）與非對稱網絡（填答者 vs.其他未必也是填答者的成員）皆然。 
4 本題題目是「在工作上，我常常和別人分享我的工作經驗。」相對於北希成員組成的多元性，

南希成員多為較大公司的員工，較有機會與同事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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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本及社群參與確實有助於創新及回饋所屬組織，換言之，希望園區網路社群

對成員及其組織在創新上確有正面的影響力。 
 

（三）人力資源制度創新上的發現 

第三年的研究係接續本人 2002 年 2 月所做的加工區及科學園區「人力資源

主管調查」（完訪 126 家公司），於五年後（2007 年 2 月）進行第二次的人資主

管追蹤調查，追蹤完訪率達 76.19%，追加替代樣本後，總完訪家數為 124 家公

司。此外，並額外進行產業人資協會的深入訪談，以期更加了解作為橋樑者的協

會在產業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附件四與附件五）。 
 

就整體而言，從 2002 年到 2007 年，竹科及加工區廠商的員工人數均呈增加

的趨勢。過去五年，由於市場成長快速，兩區的人力資源部門亦呈現擴編的情況，

雖如此，工程師短缺的情況卻也很嚴重，竹科較諸加工區尤甚。在工程師的招募

方式上，2002 年和 2007 年的招募均以報紙、人力銀行及在職員工引薦為主要方

式，但使用報紙招募的情況逐漸減少，而利用網路人力銀行的情況則漸增，至於

員工引薦的部分雖也有減少的趨勢，但從比例來看，仍為招募工程師的重要方

式。至於對工程師的篩選，主要考量仍為人力資本。學歷與工作經驗、學習能力、

技能專業三者是相當重要的篩選標準，唯學歷與學習能力的部分出現減少的趨

勢，而對工作經驗與專業技能的重視程度則上升。 
 

在 2002 年，當一個職位開缺時，應徵者人數以行政管理人員最多、作業員

／技術員最少，但至 2007 年，卻是作業員／技術員最多，工程師最少。不過三

種職業地位的人員，從 2002 年到 2007 年的缺工情形均呈增加趨勢。在篩選率的

部分，2002 年與 2007 年篩選率最高的皆為作業員／技術員，其與行政管理人員

的篩選率從 2002 年到 2007 年處於增加的趨勢，而工程師則減少，唯加工區的工

程師篩選率卻逐漸增加。 
 

對於工程師的訓練課程，整體來說均呈遞減趨勢，兩區皆然。在兩個時間點

的資料中發現，內部訓練及與顧問公司合作是公司最常用的訓練類型，訓練減少

的趨勢，部份原因是 2002 年時市場仍不景氣，公司投入較多資源訓練員工，此

外，其時知識管理當道，故公司亦提供許多課程讓工程師學習；而過去五年景氣

回升，訂單增加，員工太忙，因此訓練相對減少。除公司內訓的比例減少，由公

司提供外部線上學習也呈現減少的趨勢，唯竹科減少的比例較加工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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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7 年第二次人資主管調查的橫斷面資料分析顯示： 
 

人才是組織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所招募員工之優劣關係到組織的生存與競爭

力。關於組織人力資源招募制度的創新，本研究原先所假設由國家引進的創新招

募方式 DDI 並未如預期地在兩區擴散，原因在於組織不願投資在這種成本太高

的選才方法上。從資料分析上可見，加工區和科學園區創新招募系統均以網路招

募的比例最高，竹科自 1997 年始即開始採用網路招募，而加工區則遲至 2005
年才有較多公司採用。分析影響組織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因素發現，主要影響採

用網路招募機率者為場域因素，竹科的公司較加工區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機率

高，此因竹科多為半導體及光電業等高科技廠商使然。再者，是否參與區內人資

協會亦顯著影響網路招募系統的採用機率，顯示區內人資協會定期的聚會無形中

傳遞了相關專業訊息，而且這些資訊也影響了組織內部制度的改變，使組織逐漸

採用網路招募系統。再者，國家所舉辦的相關招募面談課程對公司採用招募系統

有幫助；至於市場的模仿力，本人發現訊息網絡集中化量數大於 2 以上的公司，

較可能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換言之，當至少有兩家公司的人資訊息係來自該公

司，表示其為人資標竿公司，這類組織採用網路招募的機率相對較高。 
 

影響企業組織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時間早晚最重要者也是場域因素，位於竹科

的公司比加工區早採用招募系統；合資的公司，由於均與外商合資，故採用網路

招募員工亦較早；再者，若公司有招募課（組），顯示其人資的組織分工較專業

化，這種公司也比其他公司早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此外，若組織參加過國家舉辦

的相關面談課程，也會較早採用此系統。不過，訊息網絡與信任網絡對於影響採

用網路招募的遲速並無關連，因為有些公司很早就採用此系統了，故無法從 2007
年的資料中看出組織間的訊息網絡對於招募系統採用時間早晚之影響。 
 
2.2007 vs. 2002 年人資主管調查的追蹤資料分析顯示： 
 

影響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最主要的因素亦為場域。位於竹科的公司採用此

系統的機率較高，不過，縱剖面的資料發現，除了區域的影響力之外，上市櫃與

否亦有影響。人資協會（規範）、市場（模仿）與國家（制度）因素，對 2007
年橫斷面的資料有顯著影響；然而，當我們以 2002 年的變項分析時，國家、市

場與專業團體等因素對於組織採用網路招募系統則無太大效果。至於影響組織採

用網路招募系統時間早晚的因素，從分析中發現，決定採用時間早晚的因素主要

仍為區域造成的效果，此結果與橫斷面的分析一致，不過，在縱剖面的資料中，

市場的模仿力、人資團體的規範力及是否有參與國家舉辦的相關課程並沒有發揮

作用力，換言之，場域的影響力仍是決定招募系統採用時間早晚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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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自評 

（一）本研究計畫的貢獻 

1.在專業學術領域上的貢獻與發展濳力 
 

從前述研究目的及研究成果說明中可看出，本研究對於組織社會學、經濟社

會學及社會網絡等學術領域上，對於董監事網絡、技術合作網絡、網路知識社群、

人資制度轉型等組織創新議題之探討有更進一步的貢獻。本研究在董監事及技術

網絡的資料建構過程中，將資料擴及單一產業場域而非僅以經濟特區內的組織為

對象，回歸與組織社會學及經濟社會學對話。其次，在台灣全球化程度最高的高

科技產業聚集之經濟特區所進行的組織人資制度創新轉型調查發現，高科技產業

組織在歷經 1997、2000 年後的全球經濟不景氣後，結合新的科技與知識管理技

術等機制，在人資的不同的面向上發展出不同的組織創新制度。本研究在組織不

同層面上的組織創新發現，可提供對於產業研究、網路社群、人力資源轉型等發

展更深一層的學術積累與理解。 
 
2.蒐集了高科技產業組織知識社群網路調查及人資制度的面訪調查資料 
 

本研究所進行的網路社群成員社會資本與社群參與調查〈希望園區成員社會

網絡及社群參與〉，為一具有界限（boundary）的網路調查，同時參與者社經地

位多為高科技產業中產階級以上的白領特殊樣本，有別於一般網路調查較無法控

制母群體及樣本特性變異過大的缺失，因此所獲資料彌足珍貴。此外，鑑於目前

台灣人力資源的相關調查多以郵寄問卷的方式進行，本研究克服人力、財力及拒

訪等困難，最後以面訪的方式完成調查；同時，一般關於人力資源的調查僅有橫

斷面的資料，極少有相同樣本的追蹤資料，因此，本研究在台灣高科技產業組織

人力資源的研究上具有重大意義。 
 
3.提供博士班研究助理博士論文之部分資料 
 

在財產權創新的半導體產業組織董監事網絡之組織創新資料，將提供一位博

士班研究助理撰寫論文；技術合作網絡、知識分享與創新的資料，將提供另一位

博士班研究助理之博士論文撰寫參考；至於人力資源制度創新調查之招募與教育

訓練制度變遷及相關深入訪問資料，則將提供兩位博士生博士論文寫作之部分資

料。預計這個研究計畫會提供四篇博士論文的部分資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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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計畫的反省、困難與限制 

1.在第一年的財產權創新（董監事網絡及技術合作網絡）資料建檔過錄上，本研

究所遇到的困難在於企業組織早期財務年報獲得不易及其格式不統一的問題，此

因早期資料無電子檔、國家財政單位對於企業股東會年報格式及內容的規定較不

完備所致；另一個問題在於組織願意揭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報章雜誌及股東會

年報的資訊揭露常因各種保密因素而在公開程度上有自由心證的問題，資訊完整

性個別差異大，因此在這種二手資料的過錄建檔常會出現缺漏值，不過，由於網

路搜尋技術發達，除了較早期的資訊難以獲得外，這些缺漏常可透過如網路及其

他管道補足。這種二手資料的建立，有時甚至比郵寄或面訪調查所獲資訊更多。 
 
2.第二年所進行的計畫，重點為知識經濟下知識社群的網路調查，亦即針對區內

最重要的非營利知識管理協會「希望園區」進行網路知識社群調查。本研究原本

認為在該網路社群發展出部落格（blog）的虛擬社群成員間新的連結方式後，可

觀察到重大的網絡連結動態變遷，因此試圖在其後進行第二次追蹤調查，但後來

該社群並未繼續發展此部落格計畫，加上兩區希望園區創辦人 5與核心成員多已

離開其原工作另有新的職業生涯規劃，因此希望園區目前處於調整過度期，群龍

無首，職是之故取消第二次的調查。不過，這群網路知識社群的成員內部凝聚力

高、動員性強，且樂於助人，因此未來若該網路社群有重大變化，仍可進行後續

追蹤調查。 
 
3.第三年進行的人資主管追蹤調查最大的困難即拒訪，即使追蹤樣本並未撤廠，

仍不代表可順利完訪，常見的拒訪原因是受訪者的不信任。由於 2002 年受訪的

人資主管可能已離職、調單位，新的接任者拒訪，本研究採取的策略是先行文兩

區管理局（處），請求轉發正式公文給所轄企業，同時寄給人資主管 2002 年調查

的分析結果及公文影本以取得新受訪者的信任。其次，受訪者認為這樣的研究會

侵犯公司或個人隱私，或因面訪耗時太多而推託工作繁忙，這些問題在竹科較

多，在加工區，由於廠商與管理處的關係緊密以及本人長期與加工區企業及官員

互動，故縱有拒訪，經訪員不斷說明研究意義、出示公文，甚至透過管理處官員

出面，多可順利完訪。此外，本研究問卷涵蓋廣泛，且須企業配合提供各種資料

及數據計算，填寫耗時，加以有些組織的人資部門分工較細，受訪者對問卷未必

能完整填答，因此會引發不耐而拒訪，本研究對此問題做了研究策略上的調整，

我們先寄給人資主管須事先查閱資料及計算的問卷樣張，令其可交辦或詢問相關

部門負責人進行資料彙整，使其有時間準備。透過這種方式，多數廠商都很願意

配合訪問，不過，當然也常發生必須約不同主管多次面訪的情況。除拒訪外，因

組織的歇業及撤廠也常使樣本流失，本研究的解決方案係以第一次的母體及樣本

                                                 
5 新竹希望園區創辦人嚴守仁先生離開世界先進自行創辦了北極星知識工作股份有限公司；南部

希望園區創辦人周龍鴻先生也離開日月光半導體公司，創辦長宏 PMP 管理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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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尋找與原樣本特性相同的廠商作為替代樣本。 
 

在資料分析上，由於追蹤成功的樣本其組織結構的特性有可能會變化，如被

合併或改名、廠商規模發生變化，故分析時必須注意這些細節；再者，由於本研

究為追蹤調查，可以互相確認相關變項在兩個時間點的回答是否一致。以本研究

而言，有些變項是 2002 年的調查所沒有的，但因有 2007 年的資料，故可重新過

錄舊資料檔或再次確認先前資料的正確性，例如公司人力資源部門的名稱。第

三，以本研究的經驗，在進行追蹤調查時，問卷應與前次問卷完全一致或相似，

盡量不要變動太多題目及問法，否則在資料分析時，比對極為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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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發表於 2007 年台灣社會學年會，2007 年 11 月 24-25 日。台北：國立台灣大

學。 
 
Lin , Yi-Jr, Ray-May Hsung. 200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ccepted by the Sunbelt 
XXVIII: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2008.01.22-26. St. 
Petersburg, FL.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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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董監事專業化的機制 

              

官逸人* 熊瑞梅** 林亦之*** 
 

摘要 

 

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環境越來越競爭，公司董監事呈現越來越專業化的趨勢。所

謂董監事專業化是指公司總經理朝向專業經理人，同時也處於董事位置；董監事

人員學歷組成朝向高教育化。在董監事方面，本研究建立了 2003 年半導體產業

組織特質及董監事教育和工作歷程資料。公司董監事專業化是以公司總經理是否

屬於董監事成員、總經理的學歷、總經理的資歷、總經理持股比例、董監事的學

歷組成指標代表公司董監事專業化的指標。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影響董監事專業化

的機制包括組織場域的上、中、下游位置，公司空間聚集性，董監事網絡的重疊

程度（社會資本機制），技術合作網絡結構相等位置，及技術合作網絡的地位象

徵。研究發現在組織場域方面，半導體產業的中游晶圓製造和上游 IC 設計公司

的董監事具有國內外博士比例的程度較高；聚集在科學園區的公司董監事有國內

外博士學位的比例偏高；公司董監事網絡和別家公司重疊性高者，傾向於有高比

例的博士學位董監事；公司技術網絡和較知名的國外半導體公司合作者傾向於有

高比例的國內外博士學位董監事；公司技術合作網絡中心性程度高，傾向於有高

比例國內外博士學位的董監事。 

 

 
關鍵詞：半導體產業、學經歷與勞動力市場的配適、結構相等位置、地位訊號 

 
 
                                                                           
*   官逸人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yrguan@ms62.hinet.net） 
**  熊瑞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hsung@nccu.edu.tw） 
*** 林亦之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yijrlin@gmail.com） 
 
註：本論文即將發表於 2007 年台灣社會學年會的論文。 

mailto:hsung@nccu.edu.tw
mailto:yijr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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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Yi-Jr Lin     Ray-May Hsung 
Since 2000, the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have experienced rapid changes 
and upgraded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technological paths of late-developed country, such as Taiwan, include transferring 
the OEM technology of package industry at the first stage, building the technology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upgrading the IC design technology. This research 
collected the contracts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for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2001, 2003, 2005. In the early time, there were more collaborative ties of 
technological transferring from global benchmark company. The OEM technology has 
been the core technology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o the collaborative t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has been dominant and persistent. After 2001, the technology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attained the mature stage, so mo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ties occurred and the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mong local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is quite often as well. There are major findings on the 
changes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 from 2001 to 2005 as it follows: (1) 
there are more technological transfer ties in 2001, more research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ties in 2003, and more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ties in 2005 respectively. 
The fact that technological transfer ties have been persistently high in three years 
indicate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n global companies has become the 
strong path dependen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ath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upstream companies have more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ties, the foundry 
companies have mo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ies, and the down stream package 
companies have more technological transfer ties. (2) The diversity of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has increased rapidly between 2001 and 2003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global competition. The large core companies in the non-OEM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 seem to play the brokerage role increasingly. However, The 
core companies in OEM technological networks tend to decrease their autonomy.  
 
Keyword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 technological transfer , collaboration 
network , diffusion ,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Note: This paper is accepted by the Sunbelt XXVIII: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in St. Petersburg,FL, 2008.01.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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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希望園區成員社會網絡及社群參與〉網路社群調查資料 

 
表一、希望園區成立時間及虛擬社群成員數 
 
希望園區 台北 新竹 中部 台南 南部 
成立時間 2001 1997 2003 2003 2002 
虛擬社群成員數 372 480 

 
 
表二、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for the 
members in N-hope and S-hope 
 N-hope 

(48) 
S-hope 

(32) 
Si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Gender (male) % 42 66 * 
  Age  35.45 (9.20) 37.69 (7.54)  
  Marital status (married %) 36 56 # 
  Years of education 16.52 (1.60) 16.81 (2.31)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ize (>=100) % 60 81 * 
  Manufacturing. 42 59  
  Service 33 28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17 13  
Social Capital    

Total accessed positions 9.54 (5.50) 10.44 (4.17)  
  Associations participation    
    Total asso. participation 1.46 (1.35) 1.44 (1.08)  
    Party 4 (.20) 3 (.18)  
    Union, trade, occupational asso.  10 (.31) 16 (.37)  
    HR Director asso.  0 (0) 6 (.25) # 
    Other Director asso.  10 (.31) 3 (.18)  
    Religion asso. 29 (.46) 31 (.47)  
    Cultural asso. 46 (.50) 25 (.44)  
    Volunteer asso. 21 (.41) 16 (.37) # 
    Other asso. 25 (.44) 44 (.50) # 
    PMP asso. 4 (.20) 1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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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zhi Buddhist asso. 0 (0) 13 (.34) *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Discuss with hope members 2.38 (.96) 1.81 (.64) ** 
  Get knowledge from hope website 3.06 (.86) 2.81 (.82)  
  Sharing experiences at work 3.23 (.86) 2.97 (.82)  
  New idea at work 3.25 (.84) 3.13 (.71)  
Note: 1. N-hope（北部希望園區）、S-hope（南部希望園區） 

2.(  ) standard deviant. # p<.10 * p<.05, ** p<.01. 
 
 
表三、The Causes of Innovative Ideas at Work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Ordinary Social Capital      

Variety of Accessed Positions  .053**   .021 

Variety of associations participation  .056   -.067 

Hope Social Capital      

Forward Letters to Hope members   .297# .182 .193 

Freq. of Browsing Website of Hope   .121* .147** .136* 

 Freq. of get involved with studying 
groups in Hope 

  .088 .094 .105# 

 Acquaintances in Hope   .006 .008# .008** 

 Member’s age in Hope   .076** .085** .083 

Controlling Variables      

 Gender -.348#   -.304# -.289 

 Age -.062   -.003 -.001 

 Age2 .001   .000 .000 

 Marital Status -.124   -.077 -.133 

 Years of Education -.065   -.057 -.056 

 Resident of North Taiwan (=1) -.159   -.364* -.395* 

 Professional (=1) .373#   .428* .438* 

 Scale of Organization (>=100) .240   .204 .205 

 Manufacturing (=1) -.321   -.095 -.038 

 Economic Park (=1) -.034   -.028 -.036 

Constant 5.112** 2.598*** 1.885*** 2.701 2.499 

df 10 2 5 15 17 

N 77 80 77 74 74 

Adj. R-squared .067 .116 .273 .330 .325 

# p<.10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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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The Causes of Sharing Experiences at work.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Ordinary Social Capital      

Variety of Accessed Positions  .069***   .054* 

Variety of associations participation  -.017   -.028* 

Hope Social Capital      

Forward Letters to Hope members   .142 .024 .068 

Freq. of Browsing Website of Hope   .102# .128* .100 

 Freq. of get involved with studying 
groups in Hope 

  .169# .156 .189* 

 Acquaintances in Hope   .004 .006 .007 

 Member’s age in Hope   .068* .080* .073* 

Controlling Variables      

 Gender -.275   -.278 -.267 

 Age .034   .102 .115 

 Age2 .000   -.001 -.001 

 Marital Status -.358   -.310 -.464* 

 Years of Education -.034   -.031 -.028 

 Resident of North Taiwan (=1) -.097   -.237 -.354# 

 Professional (=1) .285   .300 .330 

 Scale of Organization (>=100) .064   .084 .090 

 Manufacturing (=1) -.305   -.139 .006 

 Economic Park (=1) -.234   .208 .200 

Constant 2.775 2.466*** 1.903*** .347 -.292 

df 10 2 5 15 17 

N 77 80 77 74 74 

Adj. R-squared -.023 .139 .180 .171 .268 

# p<.1,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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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園區知識社群成員網絡圖 

 
圖一、希望園區網路社群成員最近半年最常聯絡的三位成員網絡圖（含未填寫本

問卷的成員） 

 
 
 
 
圖二、希望園區網路社群成員最近半年最常聯絡的三位成員網絡圖（僅填寫問卷

成員之對稱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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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北部希望園區網路社群成員最近半年最常聯絡的三位成員網絡圖（含未填

寫本問卷的成員） 

 
 
 
 
圖四、北部希望園區網路社群成員最近半年最常聯絡的三位成員網絡圖（僅填寫

問卷成員之對稱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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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南部希望園區網路社群成員最近半年最常聯絡的三位成員網絡圖（含未填

寫本問卷的成員） 

 
 
 
 
圖六、南部希望園區網路社群成員最近半年最常聯絡的三位成員網絡圖（僅填寫

問卷成員之對稱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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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第二次人資主管調查相關表格 

表一 第二次人資主管調查竹科廠商訪問情形一覽表(2007)  

 產業別 規模 

 2007/1 替代樣本

及追蹤樣本的變

化 

2002/1 竹科完訪公司名稱 

 (共62家) 

積體 

電路 

非積體 

電路 

大廠 

200以上 

小廠 

200以下 

更換替代樣本

原因  

 力宜科技(通訊)  V  V 解散 舜遠科技 

 力晶半導體 V  V   

 力新國際  V  V  

 大紘科技  V  V  

 中華杜邦光罩(IC) V   V 解散 飛虹積體電路 

 中德電子材料 V  V   

 中磊電子(電腦周邊)  V  V 遷廠 益華電腦

 友訊科技(明泰科技)  V V   

 友達光電  V V   

 太和科技 V   V  

 世界先進 V  V   

 台精科技(精密機械)  V V  疑似歇業 漢民微測科技

 台灣光罩 V  V   

 台灣積體電路 V  V   

 台灣蘭吉爾(通訊)  V  V 遷廠 和康電訊 

 原相科技 V   V  

 巨擘科技  V V   

 正華通訊  V  V  

 立生半導體(敦南科技) 
V  V  

敦南科技併立

生，立生消滅 
敦南科技

 光環科技  V  V  由小廠變大廠

 全陽科技(通訊)  V  V 遷廠(只剩2人) 中美萬泰 

 同亨科技  V  V  由小廠變大廠

 米輯科技(IC) 

(飛信) 
V   V 

飛信半導體併

米輯，米輯消滅 

飛信

由小廠變大廠

 聿新生物科技  V  V  

 阡成視訊(通訊)  V  V 解散 智捷科技

 宏三科技 V   V 尚未做 

 宏网電訊(通訊)  V  V 解散 系通科技

 宏碁科技(電腦周邊)  V  V 遷廠 致遠科技

 沛亨半導體 V   V  

 卓越光纖(通訊)  V  V 遷廠 聯合光纖通信

 和喬科技(電腦周邊)  V V  拒訪 神達電腦 

 東盈光電  V  V  

 矽成積體電路 V  V   

 冠德光電  V  V  

 南茂科技 V  V   

 恆嘉光電(聯嘉光電)  V  V  

 星友科技  V  V  

 致新科技 V   V  

 虹冠電子 V   V  

 凌越科技 V   V  

 乾坤科技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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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詮科技 V   V  

 健亞生物科技  V  V 遷廠 聯合骨科器材

 國庭科技*  V  V  

 湯淺台達(湯淺科技)  V V   

 華騰科技 V   V 遷廠(只剩12人) 科儀電子

 新采科技(新彩科技)  V  V  

 瑞昱半導體 V  V   

 裕德通訊(電腦周邊)  V  V 解散 智群科技

 寧太通訊  V  V  

 漢磊科技 V  V   

 福祿遠東  V  V  

 遠東金士頓 V   V  

 蔚華系統(蔚華科技) V   V  

 興瑞科技  V  V  

 聯笙電子 V   V  

 聯華電子 V  V   

 聯詠科技 V   V  由小廠變大廠

 邁迪科技  V  V  

 點晶科技 V   V  

 瀚霖科技  V  V  

 眾晶科技(通訊) 
V  V  

組織改組中，拒

訪 
東訊

總和 6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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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二次人資主管調查加工出口區廠商訪問情形一覽表(2007) 

 產業別 規模  替代樣本 

2002/1加工區完訪公司名稱 
 (共64家) 電子廠 非電子廠

大廠 

(200以上) 

小廠 

(200以下)

換替代樣本原因 

 

 華泰電子 V V  

 東京輕電機 V V  

 捷康半導體（捷康綜合股

份公司） 
V V  

 萬寶至馬達 V V 主管出國 楠盛 

 台灣飛利浦建元電子(台

灣恩智浦) 
V V  

 敦揚科技 V V  

 雙雄精密電子 V V 撤廠 飛凱(小廠) 

 雙葉電子 V V  

 洲際電子 V V  

 楠梓電子 V V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V V  

 夏普電子 V V  

 台灣住礦電子 V V  

 飛元科技(國巨) V V  

 台灣東金電子(丸和) V V  

 普特電子 V V  

 台灣北澤  V V  

 聯亞實業製衣  V V  

 利鴻通  V V  

 台灣佐藤  V V  

 格尚  V V  

 聚美企業  V V  

 神明電機  V V 撤廠 台灣野村

 南美特科技  V V  

 愛光塑膠  V V 拒訪 惠利

 楠泰塑膠  V V  

 楠梓印刷工業  V V  由大廠變小廠

 寶弟工業  V V  

 台灣博士蔓科技  V V 撤廠 美科創

 百立貿易  V V  

 台灣恩億凱特  V V  

 長華電材楠梓分公司  V V  

 東聯化學楠梓分公司  V V 撤廠 精騰(小廠)

 高雄日立電子 V V  

 豐達電機 V V  

 台灣天龍(台灣日電產三

協) 
V V  

 瑞儀光電 
V V

拒訪 

尚未做 

 台灣典範半導體 V V  

 全台晶像 V V  

 華新科技高雄分公司 V V  

 華新先進電子(華東科技) V V  

 台虹科技 V V  由小廠變大廠

 台灣三井高科技 V V  

 中日新科技 V V  

 盟泰電子 
V V

拒訪（主管在大

陸） 
儷耀科技

 隆磐 
V V 廠房停工僅剩2人 

台灣視訊系統

高雄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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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日東電工  V V  

 高爾  V V  

 台灣昭陽化學  V V  

 台南企業高青分公司  V V 撤廠 台灣亞細亞

 遠東複材(明安國際) 
 

併入在國際中招

募教育訓練在總

公司 

科研

 台灣菱慶(菱真) V V  

 台中三洋電子 V V  

 三甲電子 V V 撤廠 台灣京三

 台灣琭旦 V V 拒訪 富吉特

 安碁科技 V V  

 億威電子系統 V V  

 台灣昭工  V V  由大廠變小廠

 旭光學(保徳士)  V V  由大廠變小廠

 成霖企業  V V  

 亞坦台中分公司  V V 撤廠 亞洲光學

 上靖光電  V V  

 台灣美濃屋  V V  

 台灣小原光學  V V  

總和 6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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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02,2007 橫段面的資料 
 2002 2007 2002 2007 
 總樣本 總樣本 竹科 加工區 竹科 加工區 
組織結構       
全職員工數 613.94 人 931.43 人 761.98 470.53 1221.34 人 651.03 人
女性比例 51.56% 47.42% 41.57% 60.92% 38.59% 55.79% 
研發人員人數 45.79 人 69.88 人 71.21 人 21.56 人 118.02 人 26.48 人
作業員技術員 181.4 人(作) 

245 人(技) 
609.79 人 38.02 人(作)

442.3 人(技)
317.84 人(作) 
47.87 人(技) 

900.89 人 200.20 人

工程師 107.03 人 361.15 人 177.95 人 36.12 人 540.17 人 154.89 人
行政及管理人員 81.46 人 68.23 人(行)

75.36 人(管)
87.38 人 75.84 人 71.34 人(行) 

115.57 人(管) 
65.29 人(行)
37.98 人(管)

人力資源部門特質       
人數 7.10 人 9.75 人 10.44 人 3.86 人 11.84 人 7.79 人 
教育程度 大學：50% 大學：65.6% 大學：67.1% 大學：32.8% 大學：79.7% 大學：52.4%
受重視 79.3% 84.3% 77.4% 81.3% 85.5% 84.1% 
供需與流動       
短缺 10.7 (作) 14.4(技) 

56.3%(程) 
8%(行管) 

29.5%(作技)
54.5%(程) 
8.9%(行管)

0(作)10.5(技)
72.6%(程) 
9.7%(行管) 

14.3(作) 7.3(技)
36%(程) 

6.3%(行管) 

29.3%(作技) 
72.4%(程) 
6.8%(行管) 

29.6%(作技)
35.2%(程) 
9.5%(行管)

高流動率(20%以上) 9.5(作)3.4 (技) 
6%(程) 

0.8%(行管) 

17.6 (作技)
6.5%(程) 

1.6%(行管)

15.8(作)7.7 (技)
9.7%(程) 

1.6%(行管) 

7.3(作)0 (技) 
2%(程) 
0(行管) 

18.9 (作技) 
7.2%(程) 

1.8%(行管) 

11.1(作技) 
5%(程) 

1.6%(行管)
資訊系統       
EDP（電子資料處理） 34.7% 40.5 % 40.3% 29% 53.4% 28.6% 
MIS（管理資訊系統） 35.5% 31.4% 53.2% 17.7% 36.2% 27% 
DSS（決策支援系統） 6.5% 5.8% 9.8% 3.2% 7% 4.8% 
其他 9.3% 24.7% 0% 19.3% 18.2% 28.8% 
工程師招募方式       
報紙廣告 70.5% 23.9 % 54.8% 90% 15.3 % 33.3 % 
在職員工引介 60.7% 52.2 % 67.7% 52% 62.7 % 40.7 % 
人力銀行 83% 87.6 % 98.4% 64% 100 % 74.1 % 
就業輔導室(校園徵

才) 

12.8% 31.9 %(校) 
13.3%(就) 

33.6% 

46.8% 12% 
 

44.1 %(校) 
11.9 %(就) 

44.1% 

18.5 %(校) 
14.8 %(就) 

22.2% 
工程師篩選標準       
學歷 92.9% 87.7% 92.2% 90% 96.6% 78.6% 
過去的工作經歷 89.3% 88.6% 95.2% 82% 96.6% 80.4% 
智力測驗或心理測驗 29.5% 39.5% 35.5% 22% 43.1% 35.7% 
技能或專業檢定 51.8% 57.9% 50% 54% 62.1% 53.6% 
推薦信或介紹函 12.5% 8.8% 14.5% 10% 10.3% 7.1% 
認同公司經營理念 52.7% 43.9% 59.7% 44% 58.6% 28.6% 
學習能力 66.1% 57.9% 75.8% 54% 69% 46.4% 
篩選過程       
職缺多寡 21.6(作)37.4(技) 

29.55 人(程) 
48.99 人(行管) 

93.14 人(作技)
47.81 人(程)

77.74 人(行管)

31.6(作)63. (技)
36.86 人(程)

69.25 人(行管)

18.92(作)18.98(技)
19.86 人(程) 

28.38 人(行管)

166.7(作技) 
50.79 人(程) 
111.78(行管) 

56.37 人(作技)
44.03 人(程)

41.33 人(行管)
篩選率 57% (作) 

42%(技) 
25.6%(程) 

14.2%% (行管) 

65.2%(作技)
28%(程) 

26.9% (行管)

49%(作)44% 
(技) 

23% (程) 
 13.7%%(行管)

59%(作)31% (技)
31.4%(程) 

14.5%%(行管)

14.5%(作技) 
17.9% (程) 

26.7% (行管) 

64.9%(作技)
43.4%(程) 

 26%(行管)

工程師教育訓練類型       
公司內部員工授課 84.17% 73.9 ﹪ 88.7% 78.4% 84.5 ﹪ 62.3 ﹪ 
公司提供內部線上學

習 
33.6% 20.5 ﹪ 38.7% 25.7% 25.9 ﹪ 14.85 ﹪

公司提供外部線上學

習 
28.3% 17 ﹪ 22.6% 35.3% 22.4 ﹪ 11.1 ﹪ 

與大學院校合作 27.4% 17 ﹪ 30.6% 23.5% 17.2 ﹪ 16.7 ﹪ 
與顧問公司合作 65.5% 49.1 66.1% 64.7% 51.7 ﹪ 46.3 ﹪ 
與管理處合作 33.6% 25.9 ﹪ 37.1% 29.4% 24.1 ﹪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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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02,2007 縱剖面的資料 
 2002 2007 2002 2007 
 總樣本 總樣本 竹科 加工區 竹科 加工區 
組織結構       
全職員工數 730.87 人 1159.86 人 930.16 人 550.22 人 1577.14 人 777.35 人
女性比例 52.27% 49.55% 42.38% 60.58% 39.92% 58.09% 
研發人員人數 51.67 人 80.61 人 82.44 人 25.2 人 147.18 人 25.15 人 
作業員技術員 223.9 人(作) 

310.2 人(技) 
760 人 49.84(作) 

588.7(技) 
380 人(作) 

55.53 人(技) 
1148.46 人 481.13 人

工程師 128.22 人 465.47 人 221.27 人 41.52 人 721.55 人 187.43 人
行政及管理人員 91.31 人 79.33 人(行)

93.94 人(管) 
96.29 人 86.96 人 80.82 人(行) 

150.5 人(管) 
78 人(行) 

45.11 人(管)
人力資源部門特質       
人數 8.43 人 11.49 人 12.98 人 4.42 人 14.35 人 8.98 人 
教育程度 大學：50% 大學：59.6% 大學：70.5% 大學：32% 大學：77.3% 大學：44%
受重視 81% 86% 84.1% 80% 86% 86% 
供需與流動       
短缺  11.9(作)11.8 (技) 

 58.5%(程) 
7.4% (行管) 

32%(作技)
53.5%(程) 

5.4% (行管)

10 (作)3.6 (技)
77.3% (程) 
6.8% (行管) 

15.6 (作)17.5 
(技) 

36.8% (程) 
 4.1%(行管) 

31.3%(作技) 
69.8%(程) 

 4.5%(行管) 

32.6%(作技)
37.2%(程) 
10% (行管)

高流動率(20%以上) 10.4 (作)1.5 (技) 
4.9% (程) 
0 (行管) 

15.1%(作技)
8.5%(程) 
2 (行管) 

14.3 (作)3.4 (技)
 6.8%(程) 
0 (行管) 

9.1 (作)0 (技)
 2.7%(程) 
0 (行管) 

23.3%(作技) 
9.5%(程) 

 2.4%(行管) 

9.3%(作技)
7.5%(程) 

 2%(行管)
資訊系統       
EDP（電子資料處理） 34.8% 46.2% 47.7% 22.9% 65.1% 30% 
MIS（管理資訊系統） 33.7% 31.2% 54.5% 14.6% 39.5% 24% 
DSS（決策支援系統） 33.7% 6.5% 54.5% 14.6% 9.5% 4% 
其他 5.4% 27% 9.3% 2% 13.6% 34.1% 
工程師招募方式       
報紙廣告 74.4 % 25.3 % 54.5 % 97.4 % 18.2 % 32.6.% 
在職員工引介 63.4 % 57.5 % 70.5 % 55.3 % 72.7 % 41.9 % 
人力銀行 82.9 % 86.2 % 97.9% 65.8 % 100 % 76.1 % 
就業輔導室(校園徵才) 32.9 % 35.6%(校) 

14.9%(就) 
37.9% 

47.7 % 15.8 % 52.3%(校) 
15.9%(就) 

52.3% 

18.6%(校) 
14%(就) 
23.2% 

工程師篩選標準       
學歷 96.3 % 87.4 % 97.7 % 94.7 % 97.7 % 77.3 % 
過去的工作經歷 89 % 90.8 % 95.5 % 81.6 % 97.7 % 84.1 % 
智力測驗或心理測驗 29.3 % 43.7 % 34.1% 23.7% 51.2 % 36.4 % 
技能或專業檢定 53.7 % 59.8 % 47.7 % 60.5% 67.4 % 52.3 % 
推薦信或介紹函 11 % 6.9 % 11.4 % 10.5 % 7 % 6.8 % 
認同公司經營理念 56.1 % 46 % 65.9 % 44.7 % 62.8 % 29.5 % 
學習能力 62.2 60.2% 72.7 % 50 % 72.1 % 50 % 
篩選過程       
職缺多寡 23.8(作) 25.6 (技) 

 27.07 人(程) 
 47.59 人(行管) 

 108.74(作技)
58.73 人(程)

92.76 人(行管)

 34.2 (作) 31. 
(技) 

 33.07 人(程) 
50.23 人(行管)

 20. (作) 20. (技)
19.56 人(程) 

 33.36 人(行管)

 204.56(作
技) 

 64.81 人(程) 
141.9(行管) 

 59.46 人(作
技) 

51.52 人(程)
 43.58(行管)

篩選率 59.6(作) 31(技) 
28.9% (程) 

14.4%(行管) 

40.8%(作技)
 27.7%(程)

28.5%(行管)

49.6(作)41.6 (技)
25.1% (程) 

17.9%(行管) 

63.7(作) 32.1(技)
36.9% (程) 
14%(行管) 

36.2%(作技) 
15.4% (程) 

27.8%(行管) 

47.5%(作技)
46.2%(程) 

28.9%(行管)
工程師教育訓練類型       
公司內部員工授課 81.9 % 76.7 % 84.1 % 79.5 % 86.4 % 66.7 % 
公司提供內部線上學習 33.7 % 21.8 % 40.9 % 25.6 % 27.3 % 16.3 % 
公司提供外部線上學習 26.5 % 19.5 % 22.7 % 30.8 % 27.3 % 11.6 % 
與大學院校合作 28.9 % 16.1 % 31.8 % 25.6 % 15.9 % 16.3 % 
與顧問公司合作 66.3 % 49.4 % 68.2% 64.1% 50 % 48.8 % 
與管理處合作 32.5 % 27.6 % 29.5 % 35.9 % 29.5 %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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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07 年公司招募系統的比例（％） 

  
竹  科 

（N=59） 

加工區 

（N=63） 

網路招募系統(e 化的履歷登陸及線

上安排) 
63.6 91.1 33.3 

招募面談系統(e 化的錄用流程) 18.7 30.4 5.9 

職能評鑑系統 10.3 7.1 13.7 

人格性向系統 19.6 23.2 15.7 

英文測驗系統 19.6 23.2 15.7 

專業能力系統 10.3 8.9 11.8 

 
 
 
 
 
 
 

表六   加工出口區和科學園區公司採用各種招募系統的時間的比例 
採用

時間 
網路招募系

統(e 化的履

歷登錄及線

上安排) 

招募面談

系統(e 化的

錄用流程) 

職能評鑑系統 人格性向系

統 

英文測驗系

統 

專業能力系

統 

 竹科 加工

區 
竹科 加工

區 
竹科 加工

區 
竹科 加工

區 
竹科 加工

區 
竹科 加工

區 
民 國

85 年

以前 

0 0 0 0 0 0 0 4.8 1.7 0 0 1.6 

民 國

85 年 
7.1 0 3.4 0 0 0 0 1.6 0 0 0 0 

民 國

86 年 
10.7 0 0 0 0 1.6 0 1.6 1.7 3.2 0 1.6 

民 國

87 年 
5.4 0 1.7 0 0 0 0 0 0 0 0 0 

民國

88 年 
8.9 0 3.4 0 1.7 0 3.4 1.6 3.4 0 1.7 1.6 

民國

89 年 
7.1 1.6 1.7 0 0 0 0 0 0 0 0 0 

民國

90 年 
16.1 1.6 3.4 0 0 0 1.7 0 3.4 0 0 0 

民國

91 年 
12.5 0 1.7 0 0 0 3.4 0 0 0 3.4 0 

民國

92 年 
1.8 1.6 3.4 1.6 1.7 0 3.4 1.6 1.7 1.6 1.7 0 

民國

93 年 
1.8 3.2 1.7 0 1.7 3.2 3.4 0 0 1.6 0 1.6 

民國

94 年 
7.1 12.7 1.7 3.2 0 4.8 0 1.6 1.7 3.2 0 0 

民國

95 年 
1.8 0 3.4 0 1.7 0 3.4 0 5.1 1.6 1.7 0 

民國

96 年 
0 0 0 0 0 0 1.7 0 1.7 0 0 0 

尚未

採用 
19.6 79.4 74.6 95.2 93.2 90.5 79.7 87.3 79.7 88.9 91.4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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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解釋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係數(probit)  
 

自變項 網路招募系統(橫斷面 2007) 網路招募系統(縱剖面)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常數項 0.045* -0.56 -0.803 -1.32 -1.55# 1.02** -0.973 -0.878 -1.24 -1.32 

組織特質           
  公司員工數 0.0000 0.0002 0.0001 0.0007 0.0001 0.0004 0.0009* 0.0008* 0.0008# 0.0009#

  獨資（1） 0.181 0.325 0.582 0.786 0.963# -0.204 -0.267 -0.276 -0.275 -0.224

  組織年齡 -0.038* -0.009 -0.026 -0.030 -0.039 -0069*** -0.046# -0.048# -0.043 -0.4 

  股票上市上櫃 0.9272** 1.176* 1.20* 1.043# 1.181# 0.916* 1.216* 1.238* 1.264* 1.29*

外部環境           

  美國訂單比例  -0.006 -0.009 -0.007 -0.006  -0.008 -0.007 -0.008 -0.01 

  科學園區（1）  1.927*** 2.162*** 2.192*** 2.403***  1.793*** 1.613** 1.617** 1.653**

  與外國競爭程度大(1)  -0.752# -0.919* -1.172* -1.5#  0.718 0.793 0.846 0.817

人資專業           

部門名稱(人力資源)(1)   0.498 0.379 0.66   0.444 0.441 0.347

招募課(1)   -0.502 -0.477 -0.776      

人資協會(1)   0.972# 1.04# 1.42*   -0.216 -0.191 -0.168

國家           

參與招募面談課程    0.892# 1.16#    0.372 0.419

市場           

訊息網絡 

(集中性大於 2) 

    1.57#     0.244

信任網絡 

(集中性大於 2) 

    -1.33     -0.59 

Log-Likelihood -51.67 -26.89 -24.20 -22.66 -20.76 -40.88 -25.99 -25.12 -24.87 -24.71
Degrees of freedom 4 7 10 11 13 4 7 9 10 12 
Pseudo R2 0.157 0.46 0.50 0.533 0.572 0.24 0.4181 0.4028 0.4088 0.4125

# p<.1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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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解釋採用網路招募時間先後的 Tobit 迴歸係數 
自變項 網路招募系統(橫斷面) 網路招募系統(縱剖面)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常數項 6.74*** 3.58** 3.06* 1.24 1.14 5.786*** 6.34** 6.51** 7.76** 7.13 

組織特質           
  公司員工數 -0.00008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3# 0 0.00 0 0 

  獨資（1） -0.8084 -1.666* -2.205** -2.212** -2.33** 1.024 0.57 1.392 1.52 1.914

  組織年齡 -0.0179 0.0129 0.014 0.044 0.049 -0.124* -0.048 -0.02 -0.55 -0.035

  股票上市上櫃 0.18 0.146 0.301 -0.269 -0.235 -0.256 -0.492 0.333 0.353 0.257

外部環境           

  美國訂單比例  0.024 0.027# 0.037* 0.043*  0.020 0.01 0.01 0.01 

  科學園區（1）  3.87*** 4.359*** 4.137*** 3.72***  2.45* 2.609* 2.751* 2.447#

  與外國競爭程度大(1)  -0.91 -0.864 -0.832 -0.82  -2.77# -2.532# -2.48# -2.61#

人資專業           

部門名稱(人力資源)(1)   -1.45# -1.271# -1.08   -1.326 -1.01 -0.585

招募課(1)   1.02 1.167 1.33#      

參與人資協會(1)   1.14 1.01 0.91   -1.94* -1.96* -1.53 

國家           

參與招募面談課程    1.864# 2.24#    -1.57 -1.09 

市場           

訊息網絡 

(集中性大於 2) 

    0.83     -0.84 

信任網絡 

(集中性大於 2) 

    -2.01     -0.78 

Log-Likelihood -132.7 -95.70 -84.86 -83.34 -82.52 -104.46 -67.244 -63.02 -62.477 -61.82
Degrees of freedom 4 7 10 11 13 4 7 9 10 12 
Pseudo R2 0.0057 0.1 0.154 0.170 0.178 0.029 0.106 0.128 0.135 0.144

# p<.1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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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二次人資主管調查表格說明 

 

一、兩區廠商樣本的追蹤情況 

 

（一）竹科廠商樣本的替代與追蹤情況 

      

在這一次的調查訪問中新竹科學園區的研究是十分艱難，計畫進行的過程

中，由於竹科的廠商防衛心較高，因此縱使出示公文，也無法順利完訪，所以除

了原本已經撤廠或是解散的廠商需要使用替代樣本之外，有拒訪的廠商也需要使

用替代樣本。本計畫是以 2002 年竹科的母體名單為主做樣本的更換。當初抽樣

是以產業別(積體電路廠商 vs 非積體電路廠商)和規模(200 人以上為大廠，200 人

以下為小廠)做基準，因此，如果撤廠、解散、拒訪的廠商，就先對照當初的抽

樣，若廠商為積體電路大廠，則抽取積體電路大廠的廠商來做訪問。 

 

竹科在 2002 年共訪問 62 家廠商，但是到 2007 年的時候，有 13 家廠商是完

全不在區內的，有的是歇業，有的是解散，13 家廠商成功的利用替代樣本進行

調查研究。至於僅剩的 49 家廠商中，有 1 家因為主管很忙因此無法做訪問，有

2 家拒訪因此使用替代樣本，所以竹科目前僅順利完成 46 家廠商的追蹤訪問，

在這 46 家廠商的追蹤中，有 6 家廠商是被合併或是更名：敦南科技併購立生半

導體、飛信併購米輯科技、恆嘉光電改為聯嘉光電、湯淺台達改為湯淺科技、新

采科技改為新彩科技、蔚華系統改為蔚華科技，這 6 家廠商雖然面臨組織的轉

型，在人事都變動的情況下，這 6 家廠商還是順利的完成追蹤。總之，竹科 62

家需要追蹤的廠商中，有 46 家真正追蹤成功，使用了 15 個替代樣本，還有 1 家

廠商尚未完成，成功率高達 74.19%。(表一) 

 

竹科的調查在計畫一開始進行時十分不順利，因為撤廠與歇業的廠商太

多，加上竹科的主管認為調查訪問的時間為 1 小時，需浪費太多上班時間，因此

不願意配合訪問，所以本研究在竹科調查的部分做了修正，針對有意願做訪問但

是卻覺得訪問時間過長的人資主管，則先寄給廠商問卷，內容並非全部的問卷內

容，僅是需要事先查資料或是計算的部分，例如公司每個職業類別的人數、不同

教育訓練類型佔總教育訓練的比例、公司的營業額、教育訓練的費用；受訓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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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數、與兩性有關福利的實施時間等等。透過這樣的方式，原本拒訪的廠商都

很願意配合訪問，因此在需要追蹤的廠商中，僅有 2 家拒訪，在過年前，已經完

成 60 家廠商的調查訪問。最近結案之際，又有兩家公司(宏三與南茂)成功受訪，

因此竹科在此次的調查中共受訪問 61 家公司。 

 

（二）加工區廠商樣本的替代與追蹤情況 

 

加工區的訪問包括台中潭子、前鎮與楠梓區。楠梓區所須追蹤的份數是最

多的，但是卻也是進行比較順利的一區，前鎮區與潭子區因為腹地狹小，廠商數

原本就不多，母體的備用樣本幾乎已經用盡（有的備用名單中的廠商也都已經撤

廠），因此需要使用 2006 年的廠商名錄來抽樣，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楠梓區的

小廠替換名單中，加工區三區的非電子小廠或是電子小廠的樣本替換都面臨到這

種窘境。以下說明各區的替代樣本使用情況。 

 

台中潭子區在 2002 年訪問 13 家廠商，其中有 2 家廠商已經撤廠，因此僅需

做 11 家的追蹤訪問，在這 11 家廠商中有 1 家公司拒訪，潭子區共完成 10 家的

追蹤訪問，其他的就用替代樣本做更換。在這 10 家的追蹤廠商中，有 2 家是被

合併或是改組，台灣菱慶改為菱真、旭光學改為保徳士，雖然組織已經轉型但也

很願意配合問卷調查的進行。(表二) 

 

前鎮區在 2002 年訪問 18 家廠商，其中有 1 家公司撤廠，1 家公司已處停工

狀態，故僅需追蹤 16 家廠商，但是在這 16 家廠商中卻有 2 家公司拒訪，1 家公

司因為已經完全改組（遠東複材改為明安國際），加上總公司不在區內，因此也

拒訪，所以僅成功追蹤 13 家廠商。其中有一家廠商（中日新科技）因為在前鎮

區的廠房太小，而搬移到楠梓區，因為廠商所在的位置還在加工區的研究範圍

內，因此一樣有做追蹤。總之，前鎮區共完成 13 家的追蹤，剩下的 4 家用替代

樣本，目前還有 1 家電子大廠因為拒訪尚未完成替代樣本的更換。前鎮區的廠商

共有 3 家追蹤廠商是已經改組或是被合併的，遠東複材改為明安國際、台灣天龍

改為日電廠三協、華新先進電子改為華東科技。使用替代樣本的過程中，面臨到

母體的備用樣本已經用盡（因為被用樣本的名單中很多的小廠也都已經撤廠），

所以則採用 2006 年的加工區廠商名錄來做更換。(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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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區在 2002 年訪問 33 家廠商，其中有 4 家撤廠，因此僅需完成 29 家廠

商的追蹤，在這 29 家廠商中僅有 1 家公司拒訪，另外 1 家主管因為公司面臨裁

員及業務緊縮，因此無法配合調查訪問，所以楠梓區共 27 家廠商的追蹤訪問。

在這些追蹤訪問的廠商中共有 4 家已經被合併或是改組，捷康半導體改為捷康綜

合股份公司、台灣飛利浦建元電子改為台灣恩智浦、飛元科技改為國巨、台灣東

金電子改為丸和電子。總之，楠梓區 2 家拒訪的廠商加上 4 家撤廠的廠商，共使

用 6 個替代樣本。(表二) 

 

整體而言，加工區的訪問較竹科地區來得順利，追蹤率高達 78.12%。尤其

是大廠，配合度很高，個人覺得這是因為大廠認為做這樣的人資問卷有助於了解

自己公司與區內其他公司的情況，因為研究進行後會寄上簡單的報表給公司，內

容包括自己公司的人資制度內容與加工區與竹科總樣本數的比較，所以人資主管

都很願意配合。但是規模較小的廠商或是非電子廠，較不重視人力資源這一塊，

加上區內小廠受到景氣與經濟變化的影響紛紛出走或是撤廠、歇業，所以研究進

行中，針對某幾家較不願意配合的公司，一樣先寄上需要計算與查資料的題目，

才得以順利完成訪問。 

 

總之，從 2002 年到 2007 年加工區與竹科的廠商面臨到全球化的經濟轉型的

衝擊，短短的五年內，區內的廠商變化很大，有些廠商已經撤廠了，留下來的廠

商中還有 15 家是已被合併或是改組。此研究在五年後還繼續追蹤，雖然無法完

全追蹤完畢，但是卻能夠剛好在這轉型的時間點捕捉兩區廠商人資制度的變化。

在 2007 年的調查中，共有 21 家公司是處於歇業或是撤廠的情況，僅須追蹤 105

家廠商，有 94 家成功追蹤，需要追蹤的廠商中有 15 家工廠是已經被合併或是改

組，有 8 家拒訪，2 家尚未完成追蹤，共使用 28 個替代樣本，總共 2007 年完成

124 家廠商的調查訪問，追蹤率高達 76.19%。 

 

區域 2002 年 
廠商數 

2007 年 
撤廠與歇

業 

2007 年需

要追蹤廠

商數 

2007 年追

蹤廠商中

拒訪的數

2007 年追

蹤廠商中

改組或是

被合併 

2007 年成

功完成追

蹤的數 

追蹤率 2007 年尚

未追蹤的

廠商數 

2007 年使

用的替代

樣本數 

2007 年 
完成的總

份數 

竹科 62 13 49 2 6 46 74.19% 1 15 61 

潭子 13 2 11 1 2 10 0 3 13 

前鎮 18 2 16 3 3 13 1 4 17 

楠梓 33 4 29 2 4 27 

78.12%

0 6 33 

總數 126 21 105 8 15 94 76.19% 4 2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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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兩個時段橫段面的分析(表三) 

 
（一）組織結構 

 

在組織結構的部分，從 2002 年到 2007 年是呈現增加的趨勢。 

 

從 2002 到 2007 年，兩區的員工人數是呈現增加的狀態，竹科平均每家公司

員工數從 761 人增加到 1221 人，加工區從 470 增加到 651 人。平均每家公司女性

員工比例是下降的，從 51.56%下降到 47.42%。兩區平均每家公司研發人員都是

呈現增加的狀態，竹科從 71.21 人增加到 118.02 人，加工區也從 21.56 增加到 26.48

人，雖然不如竹科來得多，但是看得出來兩區研發人員的數目是在成長中。在作

業員與技術員的人數部分，雖然從 426 人增加到 609.79 人，但是分區來看的時候

發現，竹科的作業員技術員人數是呈現遞增的情況，但是加工區的作業員技術員

人數卻是遞減。在平均每家公司工程師人數的部分，兩區都是呈現遞增的情況，

竹科從 177.95 人增加到 540.17 人，加工區從 36.12 人增加到 154.89 人，整體而言

工程師從 107 人增加到 361 人。在行政與管理人員的部分，是從 81 增加到 143.59

人，竹科從 87.38 增加到 186.91 人，加工區從 75.84 人增加到 103.27 人。 

 
（二）人力資源部門特質 

 

從 2002 到 2007 年，兩區的人力資源部門呈現擴增的情況。平均每家公司人

資部門雇用人數，從 7.10 增加到 9.75 人，竹科從 10.44 增加到 11.84 人，加工區

也由原先的 3.86 增加到 7.79 人。至於人資的教育程度也都普遍提高至大學以上，

2002 年大學教育程度佔 50%，到 2007 年增加到 65.6%，竹科是從 67.1%增加到

79.1%，加工區也從 32.8%增加到 52.4%。另外人資部門從 2002 年到 2007 年越來

越受到公司的重視，重視程度從 79.3%增加到 84.3%，竹科則從原先的 74.4%增加

到 85.5%，加工區也由 81.3%增加到 84.1%。 

 
（三）供需與流動率 

 

從 2002 年到 2007 年，工程師短缺的情況都是很嚴重，在高流動率的部分，

竹科有減少的趨勢，加工區卻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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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2 到 2007 年，和其他類型員工的短缺情形比較，工程師的人力短缺比

率是最高的，2002 年是 56.3%，2007 年是 54.5%，竹科短缺情況更為嚴重，從 2002

到 2007 年都是維持在 72%左右，加工區則也是維持在 35%左右。行政與管理人

員的短缺是最少的，都不到 10%。至於在高流動率的部分，作業員技術員與行政

管理人員的高流動率呈現增加的趨勢，工程師的部分也是有稍微的增加，從 6%

增加到 6.5%，不過竹科從 9.7%減少為 7.2%，加工區是從 2%增加到 5%。 

 
（四）資訊系統 

 

在資訊系統的部分，EDP 系統和其他系統都呈現增加的趨勢，MISS 和 DSS

則是逐漸減少。 

 

在 EDP 系統的部分，從 34.4%增加到 40.5%，竹科是有增加的趨勢，從 40.3%

到 53.4%，加工區稍微遞減，20%降為 28.6%。在 MIS 系統部份是呈現減少的趨

勢，竹科是從 52.2%減少為 36.2%，但是加工區卻是從 17.7%增加為 27%。在 DSS

系統部份，也是呈現減少的趨勢，從 6.5%減為 5.8%，竹科是從 9.8%減為 7%，

加工區卻是從 3.2%增加到 4.8%。不過在其他系統的部分兩區都呈現增加的趨

勢，從 9.3%增加到 24.7%。 

 
（五）工程師的招募方式 

 

2002 年和 2007 年的招募方式是以報紙及人力銀行極在職員工引薦為主要，

但是使用報紙的情況是逐漸減少，利用人力銀行來招募的情況卻是逐漸增加，至

於員工引薦的部分雖然是有減少的趨勢，但是從比例來看還是可以發現這也是工

程師很重要的一個招募方式。 

 

利用報紙招募是呈現遞減的趨勢，從 2002 年的 70.5%急降到 23.9%，竹科是

從 54.8%減少為 15.3%，加工區也從 90%減少為 33.3%。利用在職員工引薦的比例

有稍微下降，不過還是可以看出來此種招募方式對招募工程師來說還是很重要

的，2002 年的時候為 60.7%，到 2002 年的時候為 52.2%，竹科是從 67.7%降為

62.7%，加工區從 52%降為 40.7%，不過可以發現竹科使用員工引薦的情況是比加

工區來得高。利用人力銀行來招募的比例是所有招募方式中比例最高的，而且都

呈現增加的趨勢，從 83%增加到 87.6%，竹科甚至從 98.4%增加到 100%，加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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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 64%增加到 74.1%。利用就業輔導是或是校園徵才的活動比例從 12.8%增加

到 33.6%，不過竹科的比例是從 46.8%降為 44.1%，加工區是從 12%增加為 22.2%，

顯示竹科還是利用很新穎的方式來招募工程師。 

 
（六）工程師的篩選標準 

 

工程師的篩選還是從人力資本做考量，學歷與工作經驗、學習能力、技能

專業三者是相當重要的篩選標準，不過在學歷與學習能力的部分是呈現減少的趨

勢，工作經驗與專業技能的比例卻是增加。 

 

採用學歷的標準從 2002 年的 92.9%降為 87.7%，不過竹科重視學歷的情況是

增加的，從 92.2%增加到 96.6%，但是加工區卻是從 90%降為 78.6%。經歷對於甄

選工程師也是一個重要的標準，從 2002 年的 89.3%稍微下降為 88.6%，但是竹科

是呈現增加的趨勢，從 92.2%增加到 96.6%，加工區卻是從 90%下降為 78.6%。智

力測驗或心理測驗從 2002 年的 29.5%增加到 39.5%，竹科與加工區也都是呈現增

加的趨勢，竹科從 35.5%增加到 43.1%，加工區從 22%增加到 35.7%。技能或專業

檢定的部分是呈現增加的趨勢，從 2002 年的 51.8%增加到 57.9%，竹科是從 50%

增加到 62.1%，但是加工區是從 54%降為 3.6%。在推薦信的部分，從 12.5%降為

8.8%，竹科也從原先的 14.5%降為 10.3%，加工區從 10%降為 7.1%。認同公司理

念的部分，從 52.7%降為 43.9%，竹科從 59.7%降為 58.6%，加工區下降的比例比

較多，從 44%下降為 28.6%，不過比例都還是很高。在學習能力的部分，從 2002

年的 66.1%到 2002 年下降為 57.9%，竹科也是從 75.8%下降為 69%，加工區從 54%

下降為 46.4%，表示當初在 2002 年所流行的知識管理的理念，在台灣這樣的環境

下並不太適用，因為台灣是一個代工的區域，工程師僅是高級的技術工人，因此

很多公司在 2007 年的時候，就不太受到這樣迷思的影響，因此在學習能力的部

分有減緩的趨勢。 

 
（七）篩選過程 

     

在 2002 年的時候，一個職缺開放時來應徵的人數中，以行政管理人員最多，作

業員技術員最少，但是到了 2007 年的時候卻是變成作業員技術員最多，工程師

最少，不過三種職業地位的人員，從 2002 年到 2007 年的職缺開放位置都是呈現

增加的趨勢。在篩選率的部分，2002 年與 2007 年篩選率最高的都是技術員作業



 36

員，而且技術員與作業員、行政管理人員的篩選率從 2002 年到 2007 年是增加的

趨勢，但工程師卻是減少的趨勢，不過加工區的工程師篩選率卻逐漸增加。 

在職缺多寡的部分，工程師的職缺是呈現增加的趨勢，2002 年為 29.55 人，

當 2007 年增加為 47.81 人，竹科也是從 36.86 人增加到 50.79 人，加工區從 19.86

人增加到 44.03 人。作業員技術員從 29 人增加到 93 人，竹科也從 47 人增加到

166.7 人，加工區從 18 人增加到 56 人。行政管理人員從 2002 年的 48.99 人增加

到 77.74 人，竹科部份也從 69.25 人增加到 111.78 人，加工區的部分是從 28.38 人

增加到 41.33 人。 

 

在篩選率的部分，工程師的篩選率是增加的，從 25.6%增加到 28%，不過竹

科的篩選率是減少的，從 23%減少為 17.9%，這和工程師一直從 2002 年以來都是

呈現 72%左右的短缺有關，但是加工區的篩選率是增加的，從 31.4%增加到

43.4%，這是因為加工區的工程師供需不平衡沒有竹科嚴重，所以篩選率有提高。

在作業員技術員的篩選率部分，從原本的 49.5%增加到 65.2%，竹科是從 45.5%

減少到 14.5%，加工區則從 45%增加到 64.9%。行政管理人員的部分，僧多粥少，

所以篩選率從 14.2%增加到 26.9%，竹科也從 13.7%增加到 26.7%，加工區從 14.5%

增加到 26%。 

 
（八）工程師教育訓練類型 

      

各種的訓練課程都是呈現遞減的趨勢，表示公司對於透過訓練來增加工程師的知

識是抱存疑的態度，台灣這樣代工的環境下，是否需要投入太多的教育訓練資

源，從數據中發現，兩區的公司都不太認同。在兩個時間的資料中發現，內部訓

練以及與顧問公司合作是公司最常用的訓練類型，第三種則是與管理處合作與公

司內部的線上學習，不過公司的內部線上學習到 2007 年的時候，比例急降，甚

至少於管理處的訓練，表示 E 化的訓練的確有趨緩的趨勢。訓練減少的趨勢，有

部份原因是 2001 年不景氣，公司投入較多，這幾年訂單多，員工太忙，就減少

訓練。 

 

由公司內部提供員工的授課課程的比例逐漸減少，從 84.1%減少為 73.9%，

竹科也從 88.7%下降為 84.5%，加工區下降的情況更多，從 78.4%下降為 62.3%，

表示公司用內訓的比例逐漸減少。由公司提供內部線上學習的課程也從 2002 年

的 33.6%減少為 20.5%，竹科是從 38.7%減少為 25.9%，加工區是 25.7%減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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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由公司提供外部線上學習也呈現減少的趨勢，竹科減少的比例較少，從

22.6%減少為 22.4%，加工區從 35.3%減少為 11.1%，減少的比例較多。與大學合

作的訓練課程也是逐漸減少，2002 年的時候為 27.4%，2007 年的時候為 17%，竹

科則是從 30.6%減少為 17.2%，加工區是從 23.5%減少為 16.7%。與顧問公司合作

的比例是訓練課程中次高的類型，不過一樣有減少的趨勢，2002 年為 65.5%，2007

年為 49.1%，竹科是從 66.1%減少為 51.7%，加工區是從 64.7%減少為 46.3%。與

管理處合作的課程是公司訓練課程中採用比例第三高的類型，但是有減少的趨

勢，從 2002 年的 33.6%減少為 2002 年的 25.9%，竹科減少的比例較多，從 37.1%

減少為 24.1%，加工區從 29.4%減少為 27.8%。整體來說，工程師的各種訓練類型

都是呈現下降的趨勢，不管在竹科或是加工區都是如此，表示公司對於工程師的

訓練已經逐漸減少，2002 年的時候當知識管理當道的時候，的確提供很多的課

程讓工程師學習，但是畢竟台灣這樣的代工環境，工程師接受新的訓練之後到底

能夠產生多少效益，是值得商榷的，從下降的比例來看，表示公司越來越質疑這

樣概念。 

 

 

三、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縱剖面的分析(表四) 

 
（一）組織結構 

 

在橫段面的資料中，組織結構都是呈現遞增的趨勢，在縱剖面的資料也是

如此。縱剖面的資料，是指追蹤資料公司在兩個時期的變化。 

 

全職員工人數從 2002 年的 730.87 人增加為 1159.86 人，竹科平均每家公司

員工數是從 930.16 人增加為 1577.14 人，加工區平均每家公司員工數從 550.22 人

增加為 777.35 人。女性比例在橫段面的資料中是減少的，在縱剖面的資料也是減

少的趨勢，平均每家公司女性員工比例從 52.27%減少為 49.55%，兩區都是減少

的情況。研發人員的人數在橫段面的資料中是增加的趨勢，在縱剖面的資料中也

是增加的，從 2002 年的 51.67 人增加到 2002 年的 80.61 人，竹科增加的比例較多，

從 82.44 人增加到 147.18 人，但是加工區就維持原先的 25 人，並沒有改變。在

平均每家公司作業員技術員的部分，橫段面的資料整體是遞增的趨勢，但是加工

區是遞減的，但是從縱剖面的資料來看的時候，兩區都是遞增的趨勢，從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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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 534 人增加到 760 人，竹科是從 638 人增加到 1148 人，加工區也是從 436

增加到 481 人。在平均每家公司工程師人數部分，橫段面的資料是遞增的趨勢，

縱剖面的資料也是如此，從 128.22 人增加到 465.47 人，竹科更是從 221.27 人增

加到 721.55 人，增加人數比加工區多，加工區是從 41.52 人增加到 187.43 人。行

政人員橫段面的資料是呈現遞增的趨勢，縱剖面也是如此，平均每家公司行政人

員人數從 91 人增加到 173 人，竹科從 96 人增加 231 人，加工區從 86.96 人增加

123 人，竹科的人數增加的比加工區多，顯示其人力資源相關部門的擴充比加工

區大，人數越多顯示公司的人資部門越來越分工。 

 
（二）人力資源部門特質 

 

橫段面的資料都是呈現越來越專業化及分化，縱剖面的資料也是如此。平

均每家公司人資部門雇用人數，從 2002 年的 8.43 人增加到 2007 人的 11.49 人，

竹科從 12.98 人增加到 14.35 人，加工區從 4.42 增加到 8.98 人。教育程度方面，

大學畢業所佔的比例從 50%增加到 59.6%，竹科是從原本的 70.5%增加到 77.3%，

加工區是從 32%增加到 44%，兩區都有成長的趨勢，但是竹科人資的學歷還是比

加工區高出許多。另外在受重視的程度部分，人資在公司受重視的程度是增加

的，從 81%增加為 86%，竹科也是從 84%增加為 86%，加工區從 80%增加到 86%。 

 
（三）供需與流動率 

 

在短缺的部分，橫段面的資料中工程師短缺的情況是下降的，在縱剖面的

資料也是如此。在高流動率的部分，橫段面的資料中工程師呈現增加的趨勢，縱

剖面的資料也是如此。 

 

在供需短缺的部分，工程師的短缺從 58.5%減少為 53.3%，竹科是從 77.3%

減少為 69.8%，加工區是從 36.8%稍微增加為 37.2%，雖然整體來說，短缺的比例

減少，但是工程師的短缺比例卻都比行政人員或是技術員高出許多。技術員與作

業員的短缺情況是增加的，從 11%增加到 32%，竹科也從 6.5%增加到 31.3%，加

工區從 16%增加到 31.6%。不過行政管理人員的短缺是減少的，從 7.4%減少為

5.4%，竹科 6.85 減少為 4.5%，加工區卻從 4.1%增加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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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流動率的部分，工程師的部分從 4.9%增加為 8.5%，竹科也從 6.8%增加

為 9.5%，加工區從 2.7%增加為 7.5%。技術員作業員的高流動率也是增加的趨勢，

從 5.5%增加到 15.1%，竹科的部分也從 8.5%增加到 23.3%，加工區是從 4.5%增加

到 9.3%。不過行政人員的部分，僅從 0%增加到 2%，竹科與加工區都是從 0%增

加到 2%。 

 
（四）資訊系統 

 

在橫段面的資料顯示 EDP 與其他系統是有增加的趨勢，MISS 與 DSS 是逐

漸減少的趨勢，這樣的情況與縱剖面的資料相同。 

 

在 EDP 系統的部分，橫段面的資料呈現增加的趨勢，竹科採用的比例有增

加，但是加工區卻是減少的，在縱剖面的資料中，發現整體來說都是增加的趨勢，

從 34.8%增加為 46.2%，竹科是從 47.7%增加為 65.1%，加工區也是從 22.9%增加

為 30%。在 MIS 的部分，橫段面與縱剖面的資料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整體來

說是減少的趨勢，在竹科比例是減少的，在加工區卻是增加的，在縱剖面的資料

中，2002 年的資料為 33.7%，到 2007 年減少為 31.2%，竹科從 54.5%減少為 39.5%，

加工區卻是從 14.6%增加為 24%。在 DSS 部分，橫段面與縱剖面資料都是呈現遞

減的趨勢，縱剖面資料中，是從 33.7%驟降為 6.5%，竹科的部分是從 54.5%減少

為 9.5%，加工區是從 14.6%減少為 4%。在其他系統的部分，橫段面與縱剖面的

資料都是遞增的，在縱剖面的資料中，是從 5.4%增加為 27%，竹科的部分是從

9.3%增加為 13.6%，加工區增加的比例更多，是從 2%增加為 34.1%。 

 
（五）工程師的招募方式 

 

在橫段面的資料中成顯報紙、人力銀行以及員工引薦是最常用的招募方

式，報紙與員工引薦的比例逐漸減少，人力銀行的比例逐漸增加，在縱剖面的資

料中也是如此，不過在員工引薦的部分卻發現分區來看的時候竹科的比例卻是提

高的。 

利用報紙招募的比例是呈現遞減的趨勢，從 2002 年的 74.4%急降為 25.3%，

竹科從 54.5%降為 18.2%，加工區從 97.4%降為 32.6%，顯示兩區的公司都已經大

量減少傳統的招募方式。在利用員工引薦的部分，縱剖面的資料中發現一個很有

趣的現象就是整體來說員工引薦的比例雖然從 63.4%下降為 57.5%，但是竹科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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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 70.5%增加到 72.7%，除了增加之外，比例還相當高，正如竹科的人資主管

所說的，由於竹科工程師相當短缺，因此他門必須透過員工介紹或是其他人資主

管的介紹才能找到有半導體技術的工程師，所以此種非正式的招募方式還是維持

一定高的比例，他門相信透過人際關係網絡，能夠找到真正具有能力的工程師，

透過網絡可以減少工程師的流動率。另外在人力銀行的部分，其比例是所有招募

方式中最高的，從 2002 年的 82.9%增加為 2007 年的 86.2%，竹科甚至從 97.9% 增

加到 100%，加工區也從 65.8%增加到 76.1%，顯示利用外部的招募公司來招募員

工，利用網絡來招募，在這 E 化的時代中已經是一個趨勢。在就業輔導室與校園

徵才的部分，雖然在橫段面的資料中是遞增的趨勢，但是在竹科的比例是下降

的，加工區是上升的，這樣的結果與縱剖面的資料有所不同，縱剖面的資料中，

整體而言遞增的趨勢，從 32.9%增加到 37.9%，竹科也從 47.7%增加到 52.3%，加

工區從 15.8%增加到 23.2%。正如茂德的人資副理指出，雖然校園徵才的成本高，

但是這樣的徵才方式是比較新穎的，比較能夠吸引求職者的目光，當區內的龍頭

台積電有辦校園徵才的活動時，他們也會跟進，因為這也是增加公司知名度的一

種方式。 

 
（六）工程師的篩選標準 

 

橫段面的資料顯示學歷與工作經歷是最重要的篩選標準，其次為學習能力

與專業檢定。學歷與學習能力呈現減逐漸減少的趨勢，工作經歷與專業檢定呈現

增加的趨勢，縱剖面的資料也是這樣的結果。 

 

在學歷的部分，2002 年的比例為 96.3%，2007 年下降為 87.4%，但是竹科重

視學歷的情況並沒有改變，都是維持在 97.7%(橫段面的資料則顯示有增加的趨

勢)，加工區則從 94.7%下降為 77.3%。工作經驗的部分則從 2002 年的 89%增加到

90.8%，兩區都有增加的趨勢，竹科從 95.5%增加到 97.7%，加工區從 81.6%增加

到 84.1%。智力與心理測驗的比例也從 29.3%增加到 43.7%，竹科是從 34.1%增加

到 51.2%，加工區從 23.7%增加到 36.4%。專業技能檢定的部分從 2002 年的 53.7%

增加到 59.8%，竹科從 47.7%增加到 67.4%，不過加工區卻是從 60.5%減少為

52.3%。在推薦信的部分是逐漸減少的趨勢，從 11%減少為 6.9%，竹科也是從 11.4%

減少為 7%，加工區從 10.5%減少為 6.8%。認同公司理念的比例是逐漸減少，從

56.1%減少為 46%，竹科從 65.9%減少為 62.8%，加工區從 44.7%下降為 29.5%，雖

然如此，認同公司理念與否的比例還是很高，顯示此一標準對於工程師的甄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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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指標。在學習能力的部分稍誰減緩的趨勢，從 2002 年的 62.2%減少為

60.2%，竹科也從 72.7%減少為 72.1%，加工區並沒有什麼改變，都還是維持在 50%。 

 
（七）篩選過程 

 

在橫段面的資料顯示職缺的多寡不管是作業員技術員、工程師與行政管理人

員的人數都逐漸增加，縱剖面的資料也是如此，在篩選率的部分，工程師的篩選

率是減少的，但是技術員作業員與行政管理人員的篩選率是增加的，橫段面與縱

剖面的資料都呈現相同的結果。 

 

在職缺多寡的部分，工程師的職缺是呈現增加的趨勢，2002 年為 27.07 人，

當 2007 年增加為 58.73 人，竹科也是從 33.07 人增加到 64.81 人，加工區從 15.59

人增加到 51.52 人。作業員技術員從 24 人增加到 108.74 人，竹科也從 32.5 人增

加到 204.56 人，加工區從 20 人增加到 59.46 人。行政管理人員從 2002 年的 47.59

人增加到 92.76 人，竹科部份也從 50.23 人增加到 141.9 人，加工區的部分是從 33.36

人增加到 43.58 人。 

 

在篩選率的部分，工程師的篩選率是減少的，從 28.9%減少到 27.7%，這樣

的結果與橫段面資料不同，橫段面的資料是呈現增加的趨勢。不過竹科的篩選率

是減少的，從 25.1%減少為 15.4%，這和工程師的短缺有關，但是加工區的篩選

率是增加的，從 36.9%增加到 46.2%。在作業員技術員的篩選率部分，從原本的

45%減少到 40.8%(橫段面的資料是增加的趨勢)，竹科是從 45%減少到 36.2%，加

工區則維持在 47.5%的篩選率。行政管理人員的部分，僧多粥少，所以篩選率從

14.4%增加到 28.5%，竹科也從 17.9%增加到 27.8%，加工區從 14%增加到 28.9%。 

 
（八）工程師教育訓練類型 

      

橫段面與縱剖面的資料都是呈現各種教育訓練課程的比例都是逐漸下降，比較不

同的地方在於，橫段面的資料中竹科透過公司內部員工授課與公司提供外部線上

學習的比例是減少的，但是在縱剖面的資料中兩者卻是增加的趨勢。雖然訓練課

程比例都減少，但是透過公司內部的員工授課以及與顧問公司合作都還是工程師

最主要的兩個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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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縱剖面的資料中，由公司內部提供員工的授課課程的比例逐漸減少，從

81.9%減少為 76.7%，竹科卻是從 84.1%增加為 86.4%，加工區下從 79.5%下降為

66.7%。由公司提供內部線上學習的課程也從 2002 年的 33.7%減少為 21.8%，竹

科是從 40.9%減少為 27.3%，加工區是 25.6%減少為 16.3%。由公司提供外部線上

學習也呈現減少的趨勢，從 26.5%減少為 19.5%，竹科從 22.7%增加為 27.3%，加

工區從 30.8%減少為 11.6%。與大學合作的訓練課程也是逐漸減少，2002 年的時

候為 28.9%，2007 年的時候為 16.1%，竹科則是從 31.8%減少為 15.9%，加工區是

從 25.6%減少為 16.3%。與顧問公司合作的比例是訓練課程中次高的類型，不過

一樣有減少的趨勢，2002 年為 66.3%，2007 年為 49.4%，竹科是從 68.2%減少為

50%，加工區是從 64.1%減少為 48.8%。與管理處合作的課程從 2002 年的 32.5%

減少為 2002 年的 27.6%，竹科比例不變，維持在 29.5%，加工區從 35.9%減少為

29.6%。 

 

 

四、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招募系統採用的分析(2007 年橫段面資料) 

 

2007 年的資料中針對人力資源分析了各種招募系統的採用與否與採用的時

間，因此在此部分就以 2007 年的資料透過交叉表分析兩區各種系統的採用率，

以及兩區在不同時間點的採用比率。並且針對網路招募與招募面談系統，利用

probit 分析組織特質、外部環境、人資專業、國家、市場等因素對此招募系統的

採用機率，以及利用 tobit 分析這些因素對此兩種招募系統採用時間長短的影響。 

 
（一）兩區招募系統的採用比例 

 

從表五可以看出網路招募系統(e 化的履歷登陸及線上安排)是所有招募的系

統中比例最高的，達 63.6%，竹科高達 91.1%，加工區也有 33.3%。至於在招募面

談系統方面則有 18.7%的採用率，加工區僅有 5.9%，竹科有 30.4%，加工區比例

少的原因在於，他們在錄用的過程中，很少將面談的資料做成檔案，因此不需要

有此類的系統。在職能評鑑的部分有 10.3%，加工區有 13.7%高於竹科的 7.1%，

這與中鋼有關，因為中鋼是台灣最早推職能的公司，因此影響了南部兩個加工區

公司的採用。人格性向系統的採用率有 19.6%，竹科有 23.2%，加工區有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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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測驗系統的採用率有 19.6%，竹科有 23.2%，加工區有 15.7%。專業能力系統

的採用率有 10.3%，竹科有 8.9%，加工區的比例有 11.8%。 

 

除了網路招募系統之外，其他系統的採用比例不高的原因在於兩區的公司都

尚未將這樣的招募方式 e 化。訪問的過程中受訪者都會先很自豪的回答說我們有

英文測驗、人格測驗、專業能力測驗，但是卻都沒有用資訊系統的方式，他們大

多是用紙本來測驗，因為以招募工程師或是行政管理人員而言，真正進入到面試

階段的人數已經被各種篩選編準篩選過一次，所以除非是大廠，否則小規模的公

司認為他們僅需用紙本就可以了，不需要花錢去買系統或是建系統。 

 

（二）兩區採用各種招募系統的時間的比例 

 

從表六可以看出，網路招募系統(e 化的履歷登錄及線上安排) 在竹科尚未採

用的比例僅 19.6%，在加工區還有 79.4%，再者，竹科在民國 86 年的採用有 10.7%、

民國 90 年有 16.5%、民國 91 年有 12.5%，這三個時間點在竹科廠商產生較多公

司的採用，但是相對的，加工區是在民國 94 年的時候才有大量的公司採用，比

例為 12.7%，時間比竹科來得晚。 

 

招募面談系統(e 化的錄用流程)，在竹科尚未採用的比例有 74.6%，加工區有

95.2%，加工區一直到民國 92 年才有公司採用，但是竹科卻是在民國 85 年就有

公司採用，比例為 3.4%。在職能評鑑系統的部分，竹科有 93.2%尚未採用，加工

區有 90.5%尚未採用，竹科在民國 92 年民國 93 年各有 1.7%的公司採用，加工區

在民國 93 年(比例為 3.2%)及民國 94 年(比例為 4.8%)比較有多的公司採用。在人

格性向系統的部分，在竹科尚未採用的比例有 79.7%，加工區有 87.3%，竹科在

民國 88 年才開始有公司採用(比例為 3.4%)，加工區在民國 85 年之前就有公司採

用，比例為 4.8%。在英文測驗系統的部分，竹科尚未採用的比例有 79.7%，加工

區有 88.9%，竹科在民國 95 年採用率為 5.1%，是採用率最高的一年，加工區則

是在民國 94 年的時候有 3.25 的採用率。在專業能力系統的部分，竹科尚未採用

的比例有 91.4%，加工區有 93.7%，竹科最早採用的時間在民國 88 年，有 1.7%，

但是加工區在民國 85 年之前就有 1.5%的公司採用。 

 

（三）影響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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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七中橫斷面的資料是利用 2007 年的資料分析組織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

機率，在模型一中，僅放入組織特質的變項，發現公司成立時間越久越不容易採

用網路招募系統，越新成立的公司，因為剛好面離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因此就

比較容易採用。另外公司如果是上市上櫃的公司，表示公司是比較有制度或是有

規模的公司，因此在招募的部分比較有高的機率採用網路的方式來招募新員工。

在模型二中，增加了環境的變項，發現區域的影響是很大的，新竹科學園區因為

高科技產業聚集，加工區則非電子產業居多，因此在科學園區的公司誠如表三中

所顯示的，竹科利用人力銀行招募的比例達到 100%。在模型三中，增加了人力

資源專業規範的相關變項，此一面向的變項解釋力並不大，但是參與人資協會的

變項是有顯著的，而屬於公司內部人資專業的變項。在模型四中，發現有參與國

家的招募面談課程會增加對網路招募系統的採用，不過解釋效果僅從 0.50 提升

到 0.53。在模型五中，增加了市場模仿的變項，結果發現在訊息網絡的部分，集

中化量數大越有可能採用網路招募系統，表示公司如果至少有兩家公司的公司認

為是其訊息網絡的來源，那代表公司在區域中並不孤立，比較有可能有機會採用

網路招募系統。但是在信任網絡的部分並不顯著。加入市場的模仿變項之後發

現，在人資規範中的參與人資協會的影響力變大了。 

 

所以，我們發現造成加工區及科學園區網路招募制度越來越同型的因素主在

來自場域的因素，其次是人資專業團體的規範，最後則是國家與市場的模仿力量

(訊息網絡)。 

 

（四）影響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時間早晚的因素 

 
在模型一中，僅放入組織特質的變項，發現組織特質的相關因素對於網路招

募系統的採用時間並沒有顯著。在模型二中，發現區域的效果影響很大，科學園

區的公司比加工區的公司較早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此時組織結構中的獨資與否對

於採用時間早晚是有顯著的，由於係數是負的，因此代表合資的公司比較有可能

越早採用網路招募系統。在表七中獨資的公司比合資的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

機率較高，但是從採用時間來看的時候，發現合資的公司會比獨資的公司較早採

用，這是因為合資的公司通常與外商合資，因為外商通成是集團公司，因此這樣

的 e 化系統會比獨資的公司較早建立。在模型三中，增加了人力資源專業規範的

相關變項，發現有傳統名稱的公司比較有機會會較早採用網路招募系統，這是因

為很多公司改名稱都在民國 89 之後，因此造成很多公司因為是合資公司所以很



 45

早就採用了，與部門名稱是否有改為較創新的人力資源名稱較無關係，也代表很

多公司改了名稱之後並不一定有比較新的轉變，很多公司僅是換部門名稱，但是

實質做的內容卻還是傳統的人事事務。在模型四中，增加了參與職能相關課程的

變項，發現有參與職能課程的公司，較有可能較早採用網路招募系統。加入此一

變項之後，美國訂單這一變項的影響力加強了，部門名稱一樣有顯著，有傳統名

稱的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時間會比較早。在模型五中，增加了市場模仿的變

項，結果發現不管是訊息網絡或是信任網絡都不顯著，市場的模仿力對於公司是

否較早採用網路招募系統並不影響。 

 

所以，我們發現影響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時間早晚最重要的因素是場域的

因素以及公司是否是合資的公司，其次是是否有成立招募課以及參與面談課程。 

 

 

五、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招募系統採用的分析(追蹤資料的分析) 

 

此部分是針對追蹤資料來分析，2002 年的組織特質、外部環境、人資專業、

國家、市場等因素對 2007 年組織採用網路招募系統及採用時間早晚的機率。 

 
（一）影響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的因素 

 

表七縱剖面資料中的模型一，發現公司成立時間越久越不容易採用網路招募

系統，另外上市上櫃的公司比較有高的機率採用網路的方式來招募新員工，此結

果與橫段面資料相同。模型二中，發現科的公司比較有可能採用網路招募系統。

在模型三中，增加了人力資源專業規範的相關變項，但是都不顯著。在模型四中，

增加了參與招募面談課程與否的變項，但是並不顯著。在模型五，中增加了網絡

的變項，但是訊息網絡與信任網絡並沒有顯著。 

 

因此，可以看出影響公司網路招募系統採用的因素主要在於場域，其次是上

市上櫃與否。人資團體的規範以及市場的模仿力與國家的因素在橫斷面的資料有

顯著，但是當我們利用 2002 年的變項分析時，發現這些在 2002 年的國家以及市

場與專業團體的因素對於組織採用網路招募系統並有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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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公司採用網路招募系統時間早晚的因素 

 

在表八的縱剖面資料的模型一中，僅放入組織特質的變項，發現員工人數與

組織年齡對於網路招募系統的採用時間有顯著，公司規模越大採用網路招募的時

間越早，公司成立時間越短，越新的公司越可能較早採用昭網路幕系統。在橫斷

面的資料中組織特質的變項並沒有顯著。 

 

在模型二中，發現區域科學園區的公司比加工區的公司較早採用網路招募系

統。在模型三中，發現表示沒有參與協會的公司越可能較早採用網路招募系統。

在模型四中，國家的變項並沒有顯著。在模型五中，訊息網絡以及信任網絡的變

性一樣不顯著。 

 

所以從縱剖面的資料中發現決定採用時間早晚的因素主要在於區域。市場的

模仿力以及人資團體的規範力以及是否有參與國家舉辦的相關課程並沒有發揮

作用力。 



第二十七屆國際社會網絡會議 
 

                            熊瑞梅 
 

第二十七屆國際社會網絡會議於五月 1 日到五月 6 日在希臘 Corfu 島召開。

這次會議由於會議手冊從加拿大郵寄過程延誤，故開會議程訊息都仰賴布告欄，

和簡單的人名和論文名稱與場次的摘要訊息。因此，大家多是靠著對各場次的題

目和場次發表人論文的熟悉度來判斷參加場次的標準。本人參加的場次仍然以社

會資本和組織間網絡與創新等場次為主。以下報告就針對「社會資本」和「組織

間網絡與創新」兩個議題的開會學習心得作一個摘要說明。 
 
一、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生產與結果雖然已經有相當的學術累積，但在細緻的過程與機制

的形成，仍然有許多謎題待解。Erickson 仍然致力於社會資本多元性(variety)社
會資本的生產機制的研究。林南等人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制度面向來比較台灣

和中國社會資本生產與成果的影響機制相同與相異之處。中國的國家政治主導的

資本主義機制在社會資本的生產上相對扮演重要角色。熊瑞梅和 Breiger 等人則

致力於位置網絡的兩個面向（職業位置資源分佈和關係類型分佈）的制度邏輯（結

構相等和關連）的三個國家的比較。此外，還有一些有關社會資本的生產過程和

社會資本的生產脈絡等相關研究都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發展方向。以下簡單將社

會資本相關研究討論的重點簡單摘要如下，以便參考。 
 
Varieti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ir Sources 
Bonnie Erickson 
社會資本最重要的一個來源是個人網絡的資源多元化。這個網絡中的異質化包括

網絡結構和品質的複雜和豐富性。這篇論文區分五種變異性。（1）一個人認識不

同差異的職業。（2）一個人認識中產階級的職業數目。（3）一個人認識工人階級

的數目對投資報酬的效果。（4）一個人認識男性職業的多元性的社會資本異質化

的投資報酬效果。（5）一個人認識女性的職業數目。這些都是個人網絡異質化的

組合的來源，他們也受到不同因素的影響，有些因素是相同的，有些是不同的，

這些不同類型的網絡變異性來源的社會資本大致受到年齡、性別、教育、工作和

家庭角色志願協會參與和居住地的影響。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and PRC 
Nan Lin, Chih-jou Chen,Yang-chih Fu 
過去的研究已經充分地證明社會資本對工具性行動和情感性行動的影響。作者們

檢視社會資本的生產，兩個社會影響社會資本生產的影響機制有何差別？台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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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的社會資本生產究竟會不會受到兩個社會的制度在社會、政治、經濟和

文化的差異影響？中國大陸是政治連結，而台灣是就業與否對社會資本多元性影

響。 
 
The Creation of Differential Social Capital: the Comparison of Taiwa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Ray-May Hsung, Ronald Breiger, Yi-jr Lin 
這個研究主要目的是企圖使用林南領導的「社會資本的建構和效應」研究計畫的

第一波 2004 年在台灣、中國和美國進行的全國性大型家戶調查資料，來進行社

會資本形成的比較研究。社會資本的測量是以定位法的位置網絡為主。位置網絡

具有雙元性：位置資源的分佈和關係的類型分佈。這篇論文先是使用 Xie Yu 的

多國比較的 log-linear model 來檢定三個國家在位置網絡的關係分佈和職業位置

資源分佈的列聯表配適的相似性。進而再使用對應分析將三個社會兩個面向結構

相等和結構關連邏輯的同與異。最後，再企圖探索不同類型組合的關係與接觸不

同聲望的職業資源的影響力。 
 
Job Search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n Integr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Jeylan Mortimer, Wanling Xie, Jennifer Lee, and Eric Tanby 
過去很少研究將強弱聯繫應用在年輕人的找工作研究上。這個研究發現 17-18 歲

轉型到 26-27 歲之間的網絡影響到一個人一輩子的找工作的機會。美國高中年輕

人使用家人、鄰居和朋友來找工作，而不是使用老師、教授和諮商老師來找工作。

越來越長大，則仰賴工作的接觸和正式管道。同時，年輕人也不斷地轉換多重角

色。換言之，社會資本的多元化是一個人在生命歷程尋找工作的過程中，就已經

展現了個人選擇和工作目標環境脈絡互動的社會資本生產結果。 
 
Neighbors,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Individual Action on Behalf of Neighborhood Order 
這篇論文分析地方企業和個人網絡對鄰里次序重建的影響。地方企業關懷地方發

展，故對鄰里次序的建立有影響。地方企業家透過個人網絡的社會資本產生對鄰

里集體行動。 
 
Foes at Work: On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Sour Social Capital 
Volker, Beate and Henk Flap 
作者開始尋找會產生負面效果的社會網絡或稱酸(sour)的社會資本。同時去探索

哪些因素會創造不利的社會資本。這篇論文的重點放在工作場所的社會資本的形

成，這篇論文企圖調查負面的社會資本，作者稱作酸的社會資本。作者將重點放

在工作中生產的酸的社會資本。工作究竟如何組織，特別是某些特定的工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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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工作安排要考量個人特質、時間壓力、工作契約類型、和工作人員願意繼續

待在某個工作的意願、工人間的關係、和能夠使得工作完成的工人間相互依賴和

相互競爭模式。使用 2000 年的荷蘭調查資料，758 個有工作的樣本。作者發現

某類型的管理風格、工作人員間的關係、地位的類似性、和關係的持續性、提供

了酸性社會資本的產生。酸性社會資本類似某種類型的友誼，但未必有利於一個

人的社會關係投資。相同性別的工作人員的關係是比異性合作關係差。 
 
Overlapping Meeting Contexts for Friendships  
Gerald Mollenhorst, Miller Mcpherson, Beate Boelker 
人們的社會脈絡往往從天賦的家庭鄰里脈絡發展到工作學校等個人努力取得的

生活脈絡。這些生活脈絡形塑了我們友誼生產的場域理論(social focus theory)。
人們的社會脈絡是出現重疊，誠如一個人參加社團也會出現重疊的現像。作者使

用兩波的調查資料和邏輯線性模型來處理人與社會脈絡重疊的網絡。 
 
 
二、組織網絡與創新 
 

組織網絡和創新的研究大致可以歸納成幾個發展方向，一個是組織間的動態

網絡和創新結盟，另一個則是組織內不同部門間的社會網絡資本和知識分享與知

識和產品創新。 
 
（一） 組織間網絡與創新 
 

全球化與知識經濟的興起，公司間的董監事連結的變遷成為一個應付高度競

爭不確定性高的環境的重要策略。因此，董監事連結網絡分析也成為網絡社會學

家有興趣的議題，董監事連結網絡呈現的結構特質，和背後蘊藏的機制也成為學

者探索的研究目標。董監事連結雖然探討的人很多，但比較穩定的理論不多，「權

力菁英循環的階級論」仍然是一個相當優勢的解釋理論。其他從網絡內在結構和

關係形成的解釋都仍然沒有很穩定的解釋機制。有關於組織間結盟另一個許多人

投入的主題是高科技產業產學和不同產業間的結盟來增加創新能力的研究。 
 
在組織間的網絡和創新結盟的研究上大致會使用網絡動態觀點，小世界理論

和有關跨時間的網絡追蹤資料和動態分析模型變成很關鍵的分析機制。複雜系統

和小世界理論也是許多研究企圖使用的理論。但這些理論都傾向於走向簡化的數

學法則，解析性的理論和深入的機制研究仍須帶開發。近年來也有人使用 Snijder
的網絡長期追蹤資料分析堧體。長時間的網絡可以是生物科技策略聯盟，也可以

是創投投資網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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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Governance Network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laf Rank 
經濟市場的董監事經常是彼此相連的。比較德國和美國的董監事網絡差異。這兩

個國家公司法不相同，應用 Snijder 的網絡長期追蹤軟體來分析，公司特質和網

絡的內衍變數是解釋網絡動態的主要因素。例如：網絡的來回性、同質化、三者

連結間的封閉性等等機制的差異。 
 
The Inner Circle Revisited: Using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s (ERGM) to 
Study the Political Activity of Corporate Elites 
Nicholas Harrigan  
這篇論文檢視 250 位澳洲最大的 250 位總經理和非總經理的董監事。使用指數隨

機圖形和公司基本資料來分析公司哪些特質會將不同公司的董監事連結起來？

這個研究發現「內在菁英循環」的權力結盟理論仍然是董監事連結一個關鍵理論。 
 
Managing the Balancing Act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Industry-University R and D Collaboration 
Sandra Kliknaite 
不同組織尋求不同的創新機制？Harrison（2006）創新需要弱和強聯繫的管理。

穿越邊陲和核心的網絡，管理知識移轉到創新的組織機制。創新的機制必須要找

出如何從知識探索到知識利用和挖掘的組織機制？這篇論文回顧歐洲技術創新

領導的公司是如何運作的？技術和知識外在來源未必造成組織內部的研發能力

的空洞化。大學和工業的合作創造綜效(synergy)，支持科學知識的移轉和技術的

創新。 
 
Knowledge Flows in an R and D Network 
Despina Tomadaki 
檢視公司間合作的計畫（技術合作契約），學術機構和研發中心的合作。從 1995
到 2001 年。使用社會網絡分析和圖像理論來描述網絡的空間拓普，結構特質、

和網絡的演化。這個網絡有高度的核心與邊陲的知識傳播網絡結構和空間拓普學

特質，核心的部分是由領導創新的公司、最有聲望的研究和學術機構。邊陲的公

司包括了許多沒有參與合作計畫的大公司。這樣圖像具有小世界特質，高聚集性

和短平均距離，有助於知識傳播。技術知識合作和企業合作一樣都具有關係鑲嵌

和結構鑲嵌與路徑依賴的機制。國家的科技研發政策是公司間技術合作的催化

劑，政府有些獎勵措施，同時，公司間發展的技術合作關係有其自身經濟利益競

爭的考量和運作機制。 
 
University-Industry Network Effects on Cluster Formation i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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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wong Sohn 
韓國長期分散化的政策，但以漢城為主的區域創新中心仍然強大。這個研究注意

地方大學和地方產業的技術合作創新。瞭解區域大學在知識創新上的角色。使用

2005 年 378 家公司和區域大學合作的經驗。區域大學在整個韓國創新系統中的

角色？ 
 
Venture Capital Syndication as an Evolving Weighted Graph 
Bruce Kogut 
他使用 1960 到 2005 年的創投聯盟資料，這種長時間的聯繫有許多重複的聯繫，

這些聯繫要經過加權後，才能凸顯長時間社會經濟地理空間的變遷對社會網絡的

影響機制才能突顯出來。作者使用 Snijder’s Siena 模型來估計。研究發現結盟往

往會在兩個機制中打轉，究竟要繼續過去重複信任的關係，還是在市場上尋找或

依賴隨機機緣，尋找多元創新結盟。 
 
The dynamics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Inter-Firm Alliances 
Rense Corten 
這篇論文研究組織間跨國和跨產業從 1990-2002 年研發聯盟網絡，公司間合作聯

繫顯著成長，使用 Freeman 隔離指標，整體網絡密度和區域和產業部門隔離對

研發伙伴形成的影響。國家隔離少，但產業隔離大。台灣的技術結盟會呈現哪些

特質，上下游或異業結盟？ 
 
Co-citation of Prominent Social Networks Articles in Sociology Journals: The 
Evolving Canon 
David Lazer, Ines Mergel, Allan Friedman,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USA 
作者研究社會網絡分析如何在社會學中崛起？作者審視 1990-2005 年 ASR and 
AJS，作者將重點放在論文一年至少被兩個人引用的論文來分析，在這段時間內

人們對小世界的社會網絡現像產生高度的興趣，而這些作品又多半是科學物理數

學專業的學者。 
 
The Complexity of Associational Systems: Network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the U.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ector 
Johannes M. Bauer 
可以從新統合主義、私人利益治理、可以從層級啟動或利益範疇壟斷的觀點來整

合協會網絡複雜系統。協會有自我運作組織的能力，主要是以商會為主，和通訊

科技為主來看這個複雜的協會網絡系統運作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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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內網絡與知識學習與創新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Interpers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gelos Alexopoulos 
近年來在科技知識創新領域，大量地使用社會資本理論，作者企圖使用整合的觀

點來探討社會資本在知識移轉上的角色。他們將公司視為一個知識社區也是知識

移轉、知識分享和知識創造的主要場域。作者比較公司的市場、層級和知識社區

論。從組織的協調、主要利潤、資源生產、和工作配合等面向來反省以上三種理

論。就協調機制而言，市場是靠價格，層級是靠權威，知識社群是靠信任；就主

要獲利機制而言，市場是靠彈性，層級是靠控制，而知識社群是靠知識分享和創

新；就生產資源而言，市場是靠經濟資本，層級是靠組織資本，而知識社群是靠

社會資本。知識分享必須要有信任、共同分享理念價值和目標。作者使用 135
個員工，企圖從經驗研究資料分析中尋求一個整合的知識移轉的模型，這個移轉

模型包括了個人與層級結構模型作者使用了結構性、關係性和認知性社會資本來

探討知識移轉，發現了在高關係信任下才會有技術移轉，但在低關係信任下則

無。當然，作者在探討知識移轉時，也會注意這些關係在時間上的變化。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and Knowledge Productivity 
Tjip De Jong 
這篇論文提供組織內部的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和知識生產力。在一個知識經濟的

社會中，組織的競爭優勢在於組織應用新知識來應付外在快速變遷的環境。這種

能力具體的指標是知識生產力。建構知識是組織成員的互動過程。在各類型社會

網絡的學習過程為何，社會資本與社會學習之間的關係為何？ 
 
Redicover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Small World 
Scott Feld 
人們如何在大型網絡中尋找距離遠的聚集中最短的距離？社會網絡、弱聯繫和目

標應該不斷地思索這個問題。Watts 發現隨機最短距離。但 Barabasi 發現社會測

量圖中的超級巨星往往也是通往最短距離的捷徑。最好的分析策略是將大型網絡

分解成核心與邊陲。核心的成員彼此連結的距離都很短，邊陲的成員連結到核心

的成員也很短，網絡跨時間的穩定性，遺漏值對測量影響不大。 
 
Growth Mechanisms for Evolving Social Networks: Tradic Closure, Homophily 
And Tie Strength 
社會網絡的演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受到社會和空間親近性的影響。受到網絡拓

普學和關係內容的影響。有比較多共同的鄰居，三者關係的封閉性扮演重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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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同質化法則影響力較弱。既有的關係有助於以後的關係建立。 
 
                          會議感想 
 

近年來參加社會網絡會議看到社會資本和動態網絡與創新的議題都不斷地

成長。仔細思索，動態網絡的理論和分析機制的興起，應該是來自於全球化與知

識經濟資本主義社會崛起的社會本質。全球化與知識經濟資本主義反映到公司內

外經濟行動的因應策略便是：公司對外產生更多彈性化權變性的各種類型策略結

盟網絡和創新行動的組合；公司內部也出現權力競逐，組織重新結構，組織跨部

門間的知識交流和知識創新更增加。這些網絡與知識交流組合創新的現像在知識

經濟社會中增加快速，故社會網絡分析，知識在聚集內(clusters)和聚集間流動，

及網絡的社會資本投資與報酬，及小世界和時間動態網絡分析的機制都變成重要

的理論概念和分析工具。 
 

研究組織網絡和創新目前採用的方法是小世界的理論模型或指數隨機圖形

模型。這兩種分析模型在動態網絡中的意義在於動態網絡都具有時間網絡關係轉

移的機率特質，若要證明這些網絡關係在時間上的移轉關係不是隨機的，可以使

用模擬，來觀察若網絡關係的轉變是隨機的會呈現的關係模式和實際的關係模式

作比較，可以看出網絡關係的實際運作法則。近年來在科技知識創新領域，大量

地使用社會資本理論，管理學者大量地使用社會資本觀點在知識移轉上的角色。

經濟社會學者應該也要加入這些研究的對話行列中，才能產生更多知識社群的良

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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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on of Differential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ay-May Hsung* Ronald Breiger** Yi-Jr Lin*** 
 
                              Abstract 
 
How do people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ccess social positions at all levels throughout 
the status order? We pres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ccess to 22 positions based 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Taiw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4. The 22 
positions range from lawyer and corporat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own to security 
guard and janitor. On the structural level we examine institutional logics, discovering 
patterns that link positions accessed and the kinds of tie used to access them.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we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social capital quality (the status of 
the positions to which one is linked). Among our findings are these. Kin tie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accessing positions in all three societies, whereas ties to ordinary 
friend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each of these societies. Good friend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in Taiwan, but they seem to decrease the number of total 
positions acces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good friends are an effective means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high-prestige positions accessed in the US. Work 
colleague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in China and the US, but not in 
Taiwan. School tie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igh-prestige positions accessed in the US.  
Locality ties (i.e., having relations with others in the same local area)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positions accessed in Taiwan but are not significant in China 
and the US. Our study of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ing of specific social ties thus 
leads us to identify cross-societ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accessing varying 
qualities of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in the 27th International Sunbelt Network Conference held 
in Corfu, Greece from May 1 to May 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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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The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can both indicat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networks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as Lin (2001) always claimed, but also indicate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ollective or aggregate level (Hsung and Breiger 

2007). Social networks can be conceived as the patterns of how individuals organize 

their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ir positional resources. Whether people access different 

positions though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can be examined through log linear model 

analyses. Position generated networks can also be conceived a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how individuals organize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how individuals access different positions 

through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from macro and micro level analyses. In the macro 

level analysis, we examine the variation of structural patterns in the contingency table 

of two dimensions: positions and types of relations among three countries. Are ther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of structural patterns in organizing social networks by 

linking the positions through social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societies? We pres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ccess to 22 positions and 28 types of relations based 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Taiw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4.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bring Xie’s ( 1992 )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in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es on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among three countries.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are treated as a contingency table with 28 types of 

relations and 21 positions in all three countries. In order to do comparison, we take 

out one inconsistent position, which is the legislator in Taiwan, leading cadre of the 

supervising work unit in China and congressma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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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so us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to map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that 

underlie the processes by which actors categorize their social contacts into different 

occupational position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this classification will indicate the 

collective patterns of social capital. Whether do people tend to access posi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social relations in a similarly regular patterns? Or are there some 

different patterns in terms of access to posi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different tie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In the micro level, we attempt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on the degree of access to different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high, 

middle, an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The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can be counted into the contingency table with 

row distribution of types of relations and column distribution of the accessed positions. 

Then, we can examine the models which can better fit the row, colum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row and column.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of structural patterns among three countries, Xie’s (1992) 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become more valid. Very few sociologists used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to do structural analyses, such as log-linear modeling. Lack of data caused 

the scarcity of comparative studes on the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Bian, Breiger, Davis, and Galaskiewicz (2005) used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to study class formation by log-linear model. They used position generators to ask the 

respondents whether they visited anyone during Lunar New Year with 20 occupational 

positions. Then, they used log-linear model to figure out the class formation mode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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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owever, this analysis is mainly interested in the ego and alter’s class distance 

in terms of within and between class social contacts. They used limited cases (400 

household sample cases) and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dual 

distributions in the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and their row, column,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on the fitting the contingency tabl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Network researchers have us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and related techniques 

to analyze the overall structuring of two-mode network data ( Breiger 1974; Breiger 

2000; Wasserman , Faust, and Galaskiewicz 1990; Borgatti and Everett 1997; Roberts 

2000; Pattison and Breiger 2002; Faust 2005) and organizational logics (Breiger and 

Mohr 2004). With respect to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the two modes are the types 

of positions and the types of social relations. For each type of network, the 

co-constitution of the two modes creates a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ized sty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uncover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from 

the two-mode structuring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Hsung and Breiger 2007).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indicate the collective o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apital. As mentioned,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include a two-mode structure featuring occupational positions (the resource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types of social ties that actors make use of in daily life. 

 

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es:  

    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o create the variety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Erickson 2004). Lin, Fu, and Hsung (2001)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the percentage of 

kin ties on the extensity of social capital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samples by 

controlling marital status, age, household size, whether have grandchild, yea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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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mployment status, and daily contacts. They foun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kin ties ha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xtensity of social capital. If an individual accesses 

to positions through greater percentage of kin ties, then it indicates that this individual 

resource accessibility depends on kin ties more strongly. In their study, married, 

higher education, and more daily contacts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capital for male and female samples. Generally, an individual’s access to positions 

overly depend on kin ties, the networks will tend to have high degree of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he individual with networks with great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can access less advantageous social capital (Burt 1992). Erickson (2004) found that 

work and family facilitate men and women to built up more cross-gender ties.  

 

Social capital is conceived as “the investment in social relations with expected 

returns” by Lin (2001) . However, the effects of diversity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on the income return are not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 In fact, the diversity of 

access to high and low positions creates different direction of income return. Hsung 

and Breiger (2007) classifed the positions into two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good 

position-generated social capital and bad position-generated social capital. They 

found that good position generators caused positive income return, and bad position 

generators caused negative income return. Therefore, we attempt to examine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access to different quality of position-generated social 

capital differently. Hsung and Breiger’s (2007)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n the 

contingency table between rank of employees and types of positions, and found that 

(2007) higher ranks of knowledge workers tend to have stronger association with 

access to higher-prestige positions.  

Very few sociologists noticed the factors of types of ties on the diversity of high, 

middle an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Erickson and Cote (2007) examined streng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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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on the types of accessed social capital. For example, the variety of social capital 

includes the number of middle class occupational positions individual accessed, the 

number of working class individuals accessed.  The number of accessed middle class 

or working class positions are related to age, gender, education, work, and family 

role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area of residence with 2004 Canadian national 

survey. 

 
The comparison among three societies 
     

    Previou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r class structure 

reproduce our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Our study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at macro and micro level 

analyses. We will revie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r stratification 

among these three countri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wan has had the highest self-employee 

populations. Compared to Korea and Japan, the major labor force worked in the firms 

with less than 20 persons employees. In the recent decades, the percentage of 

self-employees and owners has declined from 30% to 20 percent. The self-employee 

and small size firm owners depend on kin ties stronger than the employees 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For those owners of small firms and self employees, they consider 

good friends as psudofamily ties in order to extend their trust resources. So, good 

friends are more effective resources to access better quality of positions. Recently, the 

percentage work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s increased rapidly. The private corporate 

sector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o access positional resources. Education sector has 

been important posi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13



    In China, post-reformation from socialist to market has changed the inequality of 

occupations and create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segregations. Bian, Breiger, Davis, 

and Galaskiewicz (2005) found that manual workers are segregated from other classes 

of social contacts.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class (cadre) is mixed with managerial class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the professional (teacher, professor, nurse, and doctor) class is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corporate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rporate sector and 

service sectors have been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Data in this study were drawn from the research project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sponsored by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e project is Nan Lin. This paper used the first wave survey data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ld in 2004. The sample size is 3,281 

in Taiwan, 3529 in China, and 3000 cases of adults from age 20 to 64.  

The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are measured by the following question: “At 

the time when you were starting your current job, did you know anyone who was 

doing the following jobs?”. There are twenty-two occupations which were sampled 

from high, middle and low prestige occupations. We used 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SIOPS) to indicate the resource of 22 occupations . 

(Ganzeboom and Treiman 1996).  

This study classified 22 positions into three hierarchical groups.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include professor (78), lawyer (73), CEO of a big company (70), 

congressman (82). The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include middle school teacher (60), 

personnel manager (60), production manager (60), writer (58), nurse (54),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in a large company (53), computer programmer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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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keeper (45), policeman (40), receptionist (38), operator in a factory (36), 

hairdresser (32), taxi driver (31). The low prestige positions include security 

guards(25), full time baby sitter (23), janitors (22), and hotel bell boys(20).  

There are 28 types of relations which include spouse (current or previous), parents, 

father-in-law/mother-in-law, children, sibling, daughter-in-law, son-in-law, other 

relatives, old neighbor, current neighbor, school/class mate, compatriot, teacher, 

student, current co-worker, current boss/supervisor, current subordinate, co-worker, 

boss/superior, or subordinate from a previous firm, client, person working for anther 

firms, but known through work relations, someone from the same religious group, 

someone from the same association, club, or group, close friend, someone known 

from the internet, an acquaintance, indirect relationship (known via someone else) 

                              

 
Findings 

 
I. Log-linear Analyses 
 

We use log linear model to find the fitting models which can indicate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for the contingency tables between types of relations and 

types of positions among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first look at the 28 

relationship types and the 21 position generators studied in all three societies (China, 

Taiwan, United States). Then, we construct a model that assumes identical logics ( =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linking relationships to positions accessed) in pairs of these 

societies, or among all 3 societies. We provid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indicate how 

well the model fits by comparing each pair of societi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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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540, χ2 = 1,963  (92%  reduction)  

Δ = 5.83%,  bic = –3,837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df = 540, χ2 = 2,049  (94% reduction), 

Δ = 6.58%, bic = –3,790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f = 540, χ2 = 2,385  (90% reduction), 

 Δ = 6.92%, bic = –3,356 

 

From the comparison among all pairs of these three societies, there is 

considerable similarity in the logic of social capital (i.e., in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between relationship types and positions accessed).   

 

Then, we will examine the best fitting models for the contingency tables of social 

capital by types of relationships and types of positions by adding the countries 

simultaneously.  

 

The procedures are as follows: 

‧ Model 0: Absence of logic (or independence model) 

df = 1,620       χ2 = 40,924        Δ = 26.89% 

‧ Model 1: Same logic in all societies 

df = 1,080       χ2 = 4,399          Δ = 7.97% 

‧ Model 2: Model 1 plus society-specific 

 strength of the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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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1,078       χ2 = 4,059          Δ = 7.58% 

 

  China Taiwan USA 

b = 1.0000 1.0441 0.7125 

 

We used multiplicative model to find the best fitting model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much weaker association of relation type to position accessed in the USA 

than in China or (especially) Taiwan 

  

                 II. Correspondence Analys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the duality structure between position generators and 

types of relations in three countries can also be demonstrated more specifically by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We include all categories (such as cadre in China, legislator 

in Taiwan, congressman in USA).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s, the size of each point is 

proportional to its contribution to a logic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location of each 

point gives its orientation to a logic (more extreme points are more distinctive). 

Unlike in Part I of log-linear analyses, correspondence analyses allow each society to 

have its own (multiple) logics. The following figures indicate that we have found 

important evidence for both similarities an differences in logics of social capital. 

Among categories common to all three societies, there is considerable evidence of 

similar logics ( =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of relation type to position accessed), but 

with much stronger associations in Taiwan and China than in the USA.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ach society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Similar logics may manifest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way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note, for example, the role of ca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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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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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The effects of types of relationships on differential social capital  

 

Table 1 presents the basic statistics in three societies. The percentage of male 

sample in both Taiwan and China is quite representative; however, that in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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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seems to be under representative. The percentage of male sample is 46.10%. 

The average age (38.30) of China sample is relatively younger than that in Taiwan 

(41.02) and United States (41.52). The percentage of married in China sample 

(81.35%) is higher than that in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e average size of 

household is larger in Taiwan (4.71) than that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e 

percentage of having youngest child less than and equal 6 years old is the highest in 

the American sample (26.13%). The average educational years is the high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4.58 years). The percentage of employment is the high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77.17%), and the daily contacts are also quite similar in three societies. 

 

In terms of statistics on the access to positions, we present the related statistics 

based on the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Table 1 indicates that the average of access 

to positions in Taiwan is 8.49, that in China is 7.40, and that in United States is 7.21. 

The accessibility ratio is 8.49/22= 1/3 in Taiwan. Accessibility to top prestige 

positions seems to be hig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that in Taiwan and China. 

However, accessibility to median prestige positions an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seem 

to be higher in Taiwan than that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People access to positions 

through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The percentage of access to positions through kin 

ties is the high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27.20%), and that in Taiwan and China is quite 

similar. This result seems to give us some pictu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ur common 

sense. We often have some image about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through kin ties in 

Chinese societies. However,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kin ties for American seem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ecent findings of Mcpherson et al (2006). 

 

If we compare the composition of access to positions through different ties, then 

we will find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access to positions through kin ties,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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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good friends, work ties, school ties and neighbor ties is more similar in both 

Taiwan and China. In Taiwan and China, kin ties (23.67% in Taiwan and 23.47% in 

China) and work ties are major channel to access positions. Work and school ties are 

relatively important channels to access positions in China, and ordinary friends 

(23.41%) and good friends (14.84%) are more important channels to access positions 

in United States.  

 

Table 2 presents the percentages of access to each position in the samples of 

Taiwa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centages of access to specific positions, 

we can find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of percentages to specific positions due to the 

different occupational positional structure. For example, the percentage of access to 

lawyer is the highest (54.23%)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d with that in Taiwan 

(21.58%) and that in China (28.31). The percentage of access to professor is similar in 

both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at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This is related 

to lower average of educational years and fewer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percentage 

of access to congressman was mainly due to different definition in three societies. In 

Taiwan, the congressman is legislator. Though Taiwan is a small country,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egislators. The chance to know legislator is higher. There is no 

democratic election for legislator in Chin, so we use the leading cadre of the 

supervising work unit as the power status position. Therefore, the percentages of 

access to congressman in Taiwan and that of access to leading cadre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access to congressman (senator and represent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most people work in small and median size of companies, the percentages of 

access to personnel manager, production manage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in a large 

company, operator in a factory, security guard, janitor and hotel bell boy are the 

highest among three countries. The percentage of access to writer, nurse,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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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r, policeman, receptionist, hairdresser, and fulltime babysitter are the 

highest among three countries. The above statistics indicates that percentages of 

service jobs seem to be hig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those in Taiwan and China.  

Table 3 presents the effects of bas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number of access to all 

positions, to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median prestige positions, and to low. 

 

In Lin, Fu, and Hsung’s (2001) articl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tensity of 

social capital are gender, age, martial status, household size, whether having 

grandchild, years of education, employed or not, daily contacts. We include all these 

variables except to replace the variable of whether individual have the youngest child 

under 6. Table 3 indicates that the the R square of the regression function in Taiwan 

sample is .232, that in China is .109, and that in United States is .151.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number of access to positions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among three 

countries. 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daily contacts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 the 

number of access to positions. Married people tend to have greater accessed positions 

in Taiwan, but this effect does not appear in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rge 

size family decreases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in Taiwan, but it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Having child younger than six years old tend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this effect 

only occurred on the female sample, but it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for male sample. So, the effect becomes insignifican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o access the number of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are also not 

consistent among three countries except 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daily contacts.  

Men seem to access more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than women only in China sample. 

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daily contacts consistently affect the number of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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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restige positions in three countries. In Taiwan, size of household and having 

child under six years old tend to decrease the number of accessed high prestige. 

Employed status does not help the number of accessed the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in 

both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number of access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have some 

similar and different patterns. Years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status, and daily 

contacts affect the number of accessed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consistent among 

three societies. Male tend to access more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than women in 

China, but this pattern rever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ried people tend to access 

more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in Taiwan, but this effect did not appear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Having child under age 6 tends to have more chance to access to more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in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The similar factors on the access to the number of low prestige positions are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daily contacts. Men tend to access more low prestige positions 

than women in China; however, men tend to access less low prestige positions than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ried people tend to access to more low prestige 

positions in Taiwan; however, married people tend to access less low prestige 

pos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mplies that marriage will bring more kin ties which 

maybe low status. Size of family is helpful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ccess to low 

prestige pos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is negative in Taiwan.  

 

Table 4 is a summary table on the effects of percentages of kin, ordinary friends, 

good friends, work ties, school ties, and locality ties on the number of access to total 

number positions, number of accessed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number of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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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and number of accesse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Access to all positions through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have similar and 

different patterns. The similar patterns among three societies (Table 4) are: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kin ties are negative, and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ordinary friends are 

positive among three countries. The differences of percentage of other types of 

relationships on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vary among three societies as 

follow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good friends: 

‧      Taiwan: +    US: +    China: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work ties: 

‧      Taiwan: -    US: +    China: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school ties: 

‧     Taiwan: -   China: -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local ties: 

‧     Taiwan: -   China: n.s.  US: n.s. 

 

The percentage of types of rela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number of high-prestige 

positions is similar among three societies only i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 kin ties on 

the number of accessed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The percentages of other types of 

rela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number of high prestige positions vary among three 

countries as follow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ordinary friends: 

‧      Taiwan: +   China: +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good friends: 

‧      Taiwan: +    US: +       China: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work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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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    US: +       China: -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school ties: 

‧     Taiwan: -   China: n.s.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local ties: 

‧     Taiwan: n.s.    China: n.s.   US: + 

 

The percentages of types of relation on the access to the number of 

middle-prestige positions are similar among three societies are negative effects of 

percentage of kin ties on the access to the number of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and  

positive effects of percentage of ordinary friends on the access to number of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The percentages of other types of rela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number of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vary among three societies as it follow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good friends: 

‧      Taiwan: +    US: +    China: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work ties: 

‧      US: +       China: +     Taiwan: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school ties: 

‧     Taiwan: -   China: -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local ties: 

‧     Taiwan: -   China: n.s.  US: n.s. 

 

The percentages of types of rela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number of low prestige 

positions vary among three societies as follow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kin ties 

‧      Taiwan: -      China: -    US: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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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ordinary friends: 

‧      Taiwan: +      China: n.s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good friends: 

‧      Taiwan: +    China: -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work ties: 

‧      Taiwan: -     China: -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school ties: 

‧     Taiwan: n.s.   China: n.s.   US: n.s. 

‧ The effects of % through local ties: 

‧     Taiwan: n.s.   China: +   US: n.s.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 

 

The major findings from the macro level analyses are as it follows: 

1. We have found important evidence for both similarities an differences in logics 

of social capital. 

2. Among categories common to all three societies, there is considerable 

evidence of similar logics ( =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of relation type to 

position accessed), but with much stronger associations in Taiwan and China 

than in the USA. 

3.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ach society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Similar logics 

may manifest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way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note, for 

example, the role of cadre categories in China) 

 

The major findings from micro level analyses are as it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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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percentage of kin ties universally decreases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and the percentage of ordinary friends univers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accessed positions.  

 

2. Differnt percentage of types of relations have not consistent effects on the 

number of accessed high, middle an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Good friends 

increase better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and US, but not in China. 

School ties are not so good to access more better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and China as those in US. 

 

3. The access to low prestige positions are through more mixed types of relations. 

Access to low prestige positions is most often not purposive, but by chance or 

through kin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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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Summary of Statistics 
 
 Taiwan China US 
Male (%) 51.75 49.39 46.10 
age 41.02 (11.66) 38.30 (10.36) 41.52 (10.69) 
Marital status (%) 69.25 81.35 63.73 
household size 4.71 (2.21) 3.12 (.98) 3.22 (2.01) 
Child under 6 (%) 15.82 16.18 26.13 
Years of education 12.00 (3.83) 11.43 (3.19) 14.58 (3.61) 
Employed (%) 73.36 76.68 77.17 
Daily contacts 3.40 (1.37) 3.18 (1.18) 3.42 (1.40) 
Accessed # of all 
positions 

8.49 (5.48) 7.40 (4.74) 7.21 (4.10) 

Accessed # of Top 
Positions 

.97 (1.19) 1.08 (1.20) 1.22 (1.08) 

Accessed # of 
Middle Positions 

6.09 (3.65) 5.38 (3.14) 5.18 (2.86) 

Accessed # of Low 
Positions 

1.43 (1.32) .94 (1.14) .81 (.92) 

% thru kin* 23.67 (25.04) 23.47 (24.66) 30.27 (27.50) 
% thru ordinary* 
friends 

15.95 (21.94) 9.32 (18.09) 24.35 (24.72) 

% thru good 
friends*  

7.32 (14.64) 9.07 (17.64) 13.91 (18.55) 

% thru work ties* 21.23 (25.01) 22.09 (24.32) 8.62 (15.80) 
% thru school ties* 7.50 (14.18) 13.14 (18.81) .96 (4.48) 
% thru locality 
ties* 

7.98 (16.97) 7.02 (14.07) 2.09 (7.45) 

(  ) standard deviation 
* % of total accessed positions through kin, ordinary friends, good friends, work ties, 
school ties, neighborhood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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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rcentages of Access to Positions for Respondents in Taiwan, China, US 
 Taiwan China US 
Professor (78)* 30.33% 20.97% 36.33% 
Lawyer (73) 21.58% 25.36% 54.23% 
CEO of a Big Company 
(70) 

27.16% 28.31% 19.63% 

Congressman (64)(82)? 17.30% 33.30%** 11.83% 
Middle School Teacher (60) 51.08% 67.70% 47.80% 
Personnel Manager (60) 52.79% 39.98% 32.27% 
Production Manager (60) 30.17 29.70 16.53% 
Writer (58) 6.64% 6.04% 21.20% 
Nurse (54)* 45.11% 48.80% 68.73%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in 
a Large Company (53) 

34.68% 15.76% 30.80% 

Computer Programmer (51) 42.55% 18.16% 47.90% 
Bookkeeper (45) 55.68% 60.39% 30.59% 
Policeman (40) 45.47% 46.02% 49.47% 
Farmer (40) 62.30% 71.83% 41.70% 
Receptionist (38) 31.15% 15.44% 37.97% 
Operator in a Factory (36) 56.42% 41.20% 25.00% 
Hair Dresser (32) 56.90% 30.15% 59.00% 
Taxi Driver (31) 36.24% 43.36% 8.63% 
Security Guard (25) 46.05% 35.31% 24.03% 
Full Time Babysitter (23) 32.37% 15.53% 26.57% 
Janitor (22) 35.23% 22.84% 28.10% 
Hotel Bell Boy (20) 28.74% 19.61% 2.67% 
Total cases 3281 3529 3000 

* Treimans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 ISCO 1988. 
**leading cadre of the supervising work uni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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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number of access to all positions, top, middle an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variables Taiwan (n=3187) China (n=3141) United States 

(n=2990) 
      Number of Accessed all positions 
male -.029 .880*** .-.443** 
age .064*** .025* .064*** 
Marital status 1.095*** .222 .149 
Log of household 
size 

-.716*** .202 .374* 

Child under 6 .346 -.230 .408* 
Years of education .546*** .357*** .283*** 
employed .598** 1.048*** .362* 
Daily contacts .984*** .519*** .322*** 
Adj. R square .232*** .109*** .112*** 
      Number of Accessed top Prestige Positions 
male .051 .234*** -.024 
age .028*** .017*** .016*** 
Marital status .128* -.009 .093* 
Log of household 
size 

-.107** .055 -.014 

Child under 6 -.103# -.096# .008 
Years of education .140*** .131*** .090*** 
employed -.014 .308*** .0003 
Daily contacts .151*** .097*** .064*** 
Adj. R square .218*** .168*** .128*** 
    Number of Accessed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male -.112 .509*** -.264** 
age .025*** .003 .043*** 
Marital status .688** .243 .145 
Log of household 
size 

-.459*** .103 .202# 

Child under 6 .255*** -.146 .254* 
Years of education .343*** .223*** .179*** 
employed .471** .50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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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contacts .646*** .325*** .193*** 
Adj. R square .223*** .098*** ..093*** 
              Number of Accesse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male .323 .137*** -.155*** 
age .011*** .005* .006** 
Marital status .280*** -.012 -.087* 
Log of household 
size 

-.149** .043 .182*** 

Child under 6 .193** -.012 .149*** 
Years of education .063*** .003 .014** 
employed .141* .237*** .107** 
Daily contacts .187*** .097*** .065*** 
Adj. R square .101*** .025***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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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Summary of the Un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 types of 
relations on the number of Accessed Total, Top, Middle, an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Taiwan China United States 
             Number of Total Accessed Positions 
% thru kin -3.209*** -4.227*** -3.188** 
% thru ordinary 
friends 

3.399*** 3.359*** 1.413*** 

% thru good 
friends 

3.507*** -.0002 1.139** 

% thru work ties -1.018** .371 2.398*** 
% thru school ties -3.509*** -1.503*** .355 
% thru locality ties -2.427*** -.171 -.594 
        Number of Accessed Top Prestige Positions 
% thru kin -.175*** -.091*** -.141** 
% thru ordinary 
friends 

.226** .234** -.015 

% thru good 
friends 

.346*** -.386* .111# 

% thru work ties -0.040 -.267*** .055 
% thru school ties -.672*** .099 -.153 
% thru locality ties -.022 -.050 .425* 
       Number of Accessed Middle Prestige Positions 
% thru kin -1.476*** -2.543*** -1.704*** 
% thru ordinary 
friends 

1.785*** 2.134*** .774*** 

% thru good 
friends 

1.853*** .294 .735** 

% thru work ties -.253 .522** 1.628*** 
% thru school ties -1.419*** -.621** -1.431 
% thru locality ties -2.031*** -.188 -.843 
      Number of Accessed Low Prestige Positions 
% thru kin -.151# -.238** .005 
% thru ordinary 
friends 

.238*** .085 -.016 

% thru good 
friends 

.222* -.198#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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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u work ties -.171** -.274*** -.076 
% thru school ties -.210 -.078 .156 
% thru locality ties .125 .185*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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