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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地區創新生產網絡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 

胡太山1、尤淑萍2、周享民3、賈秉靜4、羅欣玫5 

摘要 

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許多的高科技產業生產網絡都集中在成長中的地區，卻極少注意到傳統

產業地區生產網絡創新之重要性。本文將對傳統產業地區創新生產網絡進行調查與分析，探討傳

統產業的創新過程，作為日後產業再發展及產業政策之依據基礎；進一步藉由彰化縣傳統產業中

知識密集較高的產業，來解析傳統產業創新生產網絡中不同的發展路徑，建構傳統產業創新生產

網絡系統模式和政策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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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st researches were found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s of high tech industries which 

gathered in growing place; however, only few studies kept their eye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novative production networks of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forwards innovative production networks of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that could be based on the policies to redevelop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analyzed innovative production networks by different developing paths through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hich owned higher intensive knowledge of ChangHua County. In addition to, the study 

was also constructed the mode and the policy of innovative production network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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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過去產業群聚的相關研究者們發現，每一個產業都會歷經自己的生命週期，從發展期進入到

穩定期階段時，其主要的特徵是市場由少數領導型廠商所主導，在此時，廠商的創新能力也必須

浮現，因為在經歷市場被壟斷的局面後，新的技術將取代現有的技術，並且具有改變市場方向的

能力，所以當一個產業越來越成熟時，必須透過創新來發展新技術及新產品 (Nikulainen, 2008)。

此外，傳統產業在過去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但隨著全球科技進步使得國際競爭力不斷升高，傳

統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已變成產業衰退、空洞化等問題，需及時脫胎換骨，才能有再生的機會，然

而國家產業發展的方向不僅僅受到全球市場需求的牽引，更深受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影響。 

台灣在1980年開始發展高科技產業，使得整體經濟導向由傳統產業走向科技創新研發，不但

讓傳統產業有轉型的方向，也讓地區產業網絡有了新的群聚與組合。James(2002)研究指出由於不

同區域中各組成要素的權重與作用方式不同，不同地區的創新活動效果也會有所不同，創新活動

有明顯的地區差異。而地區內廠商與廠商之間的連結會形成新的生產網絡，對創新生產網絡系統

而言互動與連結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觀察個案地區的產業發展，針對一個成熟產業

中如何透過合作網絡及知識導向，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產業創新網絡的建立。 

以傳統產業為主軸的彰化縣，在產業發展上積極地邁向全球化腳步，但仍面臨產業轉型及外

移的問題，需改善現有傳統產業發展環境，使傳統產業競爭力提升，透過傳統產業創新生產網絡

讓地區的競爭力能逐漸提升轉向知識密集產業，因此本研究將以彰化縣為本研究之範圍，並且基

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可歸納於下： 

(一)探討傳統產業創新生產網絡的組成要素，並解析傳統產業中不同產業的創新過程有何異同。 

(二)探討傳統產業創新生產網絡不同的發展路徑，了解傳統產業的創新網絡和更多新的間接形式

政策方針。 

(三)探討傳統產業創新生產網絡中創新技術如何在更高層次的空間(國家或全球)過程中作用，並解

析其合作夥伴有哪幾種類型與創新生產網絡有哪些主要限制。  

二、 相關文獻回顧 

一個產業的全新開始是指產品進入市場，在發展初期，是小型企業在設計和生產技術的競

爭，幾乎沒有任何規模效益，在此階段中，產業有許多發展可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調整，沒有

任何標準化的規範，可能會受到很許多影響而做調整，因此必要時會湧入很多的創新，協助產業

發展。在創新過程中，逐步提高產業再生產製程和產品的多元化，此時產業所呈現出生命週期意

象是高專業化的，並且透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學習及知識外溢，提高創新的產出。再者隨著產業

趨於成熟，創新的範圍越來越小，甚至只能藉由規範來維持自身的發展，聚集的產業限制了企業

發展的機會，及對其的繁榮和成長產生負面影響(Boschma et al.,2005；Frank et.al,2011)，所以到此

發展階段時，需要其他激勵因素，使產業進入下個生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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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關注產業生命週期的文獻多為討論一個產業競爭力與時間軸的關係，生命週期觀點，不

同的學者對於生命週期的定義分別有不同的解釋，而Nikulainen學者將產業生命週期分成五個階

段：(1)少數廠商享受壟斷及高利潤的休眠階段；(2)市場開始進入競爭者但退出者少；(3)市場供

過於求，企業進入市場多退出的也多；(4)企業進行整併或破產；(5)進入穩定階段，主導型廠商出

現。而配合產業生命週期的技術發展，技術創新也經歷四個階段：(1)透入大量資金探索創新，此

階段失敗率高；(2)新技術被廣泛接納與採用；(3)主導研發方向及創造高利潤；(4)收益與技術效

用下降，刺激下一個技術創新生命週期開始。綜合以上，技術生命週期可能會影響一個產業的擴

大，或是引導產業進入生命週期的新階段，再者或是創建一個全新的生命週期，因此潛在的創新

發展對於產業有革命性影響(Nikulainen, 2008)。 

在產業的演化過程中產業的生命週期會呈現鐘型曲線，曲線通常可分為四個階段導入期、成

長期、成熟期、衰退期。本研究探討傳統產業在成長期到成熟期會形成地方生產網絡，漸漸地由

成熟期到衰退期時需要創新的投入，才可使得產業的另一生命週期形成，使得產業能轉型成為知

識密集產業。在文獻回顧中首先了解創新原理，產業在衰退時如何將創新投入；接著探討地方生

產網絡需要的元素有哪些，如何將產業轉變成為知識密集產業。 

 

 

圖 1 傳統產業的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創新概念形成與興起 

經濟學家Schumpeter首次在1911年著作「經濟發展理論」中提出「創新」這個概念。創新的

意涵是很複雜的，各個學者的論點都有分歧。例如Carlsson and Stankiewicz (1991)強調技術創新，

Breschi and Malerba (1997) 則強調產業創新，且Clark and Guy在1998年更指出創新是指將知識轉

換為實用商品之「過程」，且創新是創造知識及科技知識擴散之最主要來源，也是提升國家或企

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企業家為了確保自己的利潤就需要不斷的力爭上游，而這種力爭上游的壓

力正是促進經濟成長的主因(高希均,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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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生產網絡相關理論 

基於對地方生產網絡相關理論之探討，本研究嘗試繪製以下之概念圖(圖2)，圖中生產網絡定

義為一群擁有正向垂直及水平連結的產業，垂直連結可分成向前連結與向後連結，向前連結是核

心產業與下游產業之間的連結；向後連結是核心產業與上游產業的連結。水平網路包含了競爭與

合作及彼此之間連結關係，在生產網絡建立後，將給創新作用者力量且引導他們以致能夠創新，

同時與其他創新作用者能夠合作，逐漸形成創新氛圍，在此氛圍中著床、以及氛圍提供網絡成員

對合作、調整與成功創新所需，再者有研究指出(Malecki and Oinas, 1999)空間鄰近性會促進互動

與合作，且間接地受到其他鄰近性向度的刺激而強化互動學習和創新。 

 

 

圖 2 地方生產網絡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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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密集產業相關理論 

在台灣傳統產業界定是根據產業所使用技術成熟度以及過去55年來台灣產業經濟發展時間

作為評斷產業是否應為傳統產業。更普遍的界定是除了農業、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外，有悠久歷

史的製造業稱之為傳統產業。 

過去傳統產業生產產品需要大量的土地與勞力主要要素，但隨著時間的演變、自身的條件與

外在的影響，產業開始出現衰退現象，傳統產業需要逐漸轉型為適應時代的產業。技術創新以及

知識取代為主要生產要素，而品牌創立與行銷能力，能突破瓶頸，使得產業逐漸走向為知識密集

產業。品牌與行銷能力是朝向知識經濟發展所須致力突破的瓶頸，全球化所造就之生產分散化的

趨勢，已使跨國生產網路逐漸成形。以美國為首的領導品牌廠商緊緊掌握住兩端的研發與品牌，

而中間的價值鏈則幾乎全部外包出去，而形成全球運籌管理的概念。 

在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前提下，廠商仍有機會迫使跨國企業釋出部分的研發創新功能或環

節，但是品牌部分仍將是一個終極的瓶頸。在過去工業化發展策略的帶動下，製造業長於專業生

產、代工，製造與服務、硬體與軟體整合的程度偏低。然而根據美國的經驗，含軟體在內之廣義

的服務與製造間存在重要的互動關係，有助於製造活動提升附加價值、開發市場、提高營運效率、

激發技術創新等。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法 

藉由對創新與創新系統的文獻回顧了解創新的形成，再將創新與地方性生產網絡的創新氛

圍，分析產業群聚的優勢與潛力。文獻回顧在於輔助本研究探討彰化縣傳統產業地區創新生產網

絡。了解創新的形成，再將創新與地方性生產網絡的創新氛圍，分析產業群聚的優勢與潛力。 

(二)區位商數 

區位商數是都市經濟研究中最為廣泛應用的一種方法，可用來衡量在某一特定時點、某一產

業在一地區較具比較利益或相對專業聚集化之程度，並可作為比較某產業在某一地區之相對重要

性與佔全國相對重要性之一種測量方法，其利用產值或就業人口數量資料，分析地方產業之相對

聚集化程度，藉此了解地方經濟基礎、地方產業資源、地方經濟優勢與產業活動趨勢。 

(三)重點產業訪談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作為訪談方法，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的訪談

之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在整個訪談進行過程，訪談者不必根據訪談大綱的順序，來進行訪問

工作。半結構式訪談假設，雖然訪談的問題相同，但由於受訪者對於問題本身的認知及個人生活

經驗不同，往往導致受訪者的反應會有很大差異。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不太像結構式訪談大綱一

樣，需要對每個討論議題預先設計非常清楚的問題，反而是以半開放方式詢問問題。對採半結構

式訪談的研究者而言，訪談大綱的設計只是為了要讓訪問進行得更流暢，所以在引導式的問題之

後會緊隨著開放說明式的問題，用以詢問受訪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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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彰化縣傳統產業創新生產網絡 

(一)彰化縣產業發展與產業特質 

彰化縣製造業業別結構來看，仍以傳統製造業為主，主要包括(依排名順序)金屬製品製造相

關業別、紡織相關業別、塑膠製造相關業別、機械設備製造修配相關業別、運輸工具製造修配相

關業別等。依2006年彰化縣統計要覽工數登記家數計8162家，其中以金屬製品業2376家占登記家

數29.11％居第一位；紡織業 907家占登記家數11.11％居第三位。 

利用區位商數(表1)來判斷哪一種產業是彰化縣的重要產業，區位商數高於1的產業則為重要

產業，結果顯示紡織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在彰化縣都相

當具有代表性，其中橡膠製品製造業的區位商數更是彰化縣重要之產業值極高，主要原因包括了

原料來源以及技術創新，更可說橡膠製品製造業在彰化縣有一完整的創新生產網絡。 

表 1 2006 年彰化縣及全國製造業區位商數表 

 彰化縣 全國 區位

商數  員工數 佔彰化縣之％ 員工數 佔全國之％ 

食品製造業 5889 3.27 94322 3.57 0.92 

飲料製造業 542 0.30 13197 0.50 0.60 

菸草製造業 0 0 959 0.03 0 

紡織業 20741 11.52 116116 4.4 2.6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5487 3.05 53597 2.03 1.50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6837                    3.80 29561 1.12 1.87 

木竹製品製造業                                                        1686   0.94 20660 0.78 1.21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4022 2.23 49174 1.86 1.2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2012 1.18 58184 2.21 0.53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88 0.10 12842 0.49 0.20 

化學材料製造業 4662                    2.59 69100 2.62 0.99 

化學製品製造業 1326                      0.74 41567 1.58 0.47 

藥品製造業 1110                      0.62 20827 0.79 0.78 

橡膠製品製造業 10246 5.69 35420 1.34 4.25 

塑膠製品製造業 13360                    7.42 141408 5.36 1.38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3032                      1.68 66993 2.54 0.66 

基本金屬製造業   6894                    3.83 98526 3.73 1.03 

金屬製品製造業 39207 21.79 334566 12.68 1.7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937                      1.08 527655 20.00 0.05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945                      1.08 214538 8.13 0.13 

電力設備製造業 3569 1.98 115170 4.37 0.45 

機械設備製造業 15247                    8.47 228367 8.66 0.98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9853 5.47 92786 3.52 1.55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10369 5.76 64833 2.46 2.34 

家具製造業 4381 2.43 29824 1.13 2.15 

其他製造業 4427                    2.46 71725 2.72 0.9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1000                      0.56 36499 1.38 0.41 

製造業總計 179969 - 2638416 - - 

資料來源：2006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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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2006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結果，彰化縣工商業場所單位數有62134家，若與2001年底

比較，5年來增加6791 家(增加12.27％)，顯示彰化縣工商業續呈穩定成長趨勢。而至2006年底，

彰化縣傳統產業發展主要以金屬製品、橡膠製品製造業、紡織業、基本金屬、機械設備等製造業

及批發業為主。 

Debresson and Amesse(1991)指出地方化網絡的出現比正式的、國際的策略聯盟要來得持久。

其之所以發生，係因區域網絡藉由社會、文化、與表徵性的連結關係來加以強化；而如此的連結

關係，藉由空間鄰近性與密集的接觸，可能導致一種社會的凝聚力。本研究調查之產業主要以具

有特殊性及知識較為密集傳統製造業為主，以紡織業、橡膠製品業、金屬製品製造業以及運輸工

具製造修配業等相關產業。進而建立創新的產業生產網絡，來有效協助產業升級發展，並且提升

環境品質。利用GIS(地理資訊系統)軟體繪製各產業中空間分布情形，從各產業之廠家數、員工數

與生產總額可看出產業在彰化縣中的群聚分布，以下分別來看各產業之探討。 

1. 紡織業 

彰化縣紡織業廠家數根據2001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顯示原居排名第2，而產業發展已趨

成熟，需要朝向技術創新來繼續研發前進，5年來產值僅增加92億元，2006年以產值655億元退居

於第3，占全國紡織業之14.14％。利用2006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來進行分析，從彰化縣紡織

業資料中可得知和美鎮是主要生產地區，從廠家數、員工人數與資產總計來看都比其他地區高出

許多。 

2006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顯示在和美地區有研發支出之廠家數就佔有4家，而其他地區

卻不多，或者是沒有廠家是有研發支出。由空間鄰近性(如圖3)也可看出紡織業大部分集中在於彰

化縣中的北方，以和美鎮為中心點，更顯示在和美鎮為紡織業重點地區。 

2. 橡膠製品製造業 

根據2006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中顯示以彰化縣各中類行業別之生產總額占全國各該產

業比重觀察，橡膠製品製造業產值有277億元，占全國橡膠製品製造業之30.73％居第1。從彰化縣

橡膠製品製造業資料中可得知大村地區是主要生產地區，在廠家數、員工人數與資產總計都比其

他地區高出許多。 

彰化縣橡膠製品製造業有主要三大公司分別為正新、建大、華豐3大全球知名橡膠產業。同

為橡膠業競爭於市場，但3大廠商第1代皆為好友，第2代也保持聯絡，為商場少見產業情誼。是

競爭又合作的最佳代表產業，而在大村鄉內正新就設有兩個廠，正新的中庄廠和華豐花壇廠區，

僅隔一道圍牆，但彼此相互尊重，既不窺探，也不互相挖角，只做君子之爭，可見大村鄉是橡膠

製品製造業者要地區，有研發支出廠家數大村地區就佔3家。從空間鄰近性分布圖(如圖4)來看也

顯示了橡膠製品製造業在彰化縣中，顯示該產業集中在於大村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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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紡織業產業空間示意圖 圖 4 橡膠製品製造業產業空間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3. 金屬製品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包括金屬鑄造、零件製造等，在1997年時達到發展高峰，金額最高到美金

755,933千元，單件金額平均為35,996千美金。2006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金屬製品製造業以986

億元居彰化縣首位，占全國該業之10.41％居第5，5年來增加358億元或57.00％，彰化縣金屬製品

製造業最著名的原因主要是有水五金，甚至於彰化縣出產的按摩椅也是有名，金屬製品發達也是

自行車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完整的產業鏈。從彰化縣金屬製品製造業資料中可得知彰化市地

區是主要生產地區，有研發支出廠家數中彰化市地區就佔10家。從空間鄰近性(如圖5)來看金屬製

品製造業在彰化縣中，位於東北方地區發展比較有完整之鄰近性，可看出具有群聚之現象。而金

屬製品製造業在彰化縣是重要之傳統產業，由於鹿港鎮是日據時代主要地區，許多進口之產品都

需要經由此地，而金屬業製品也是出口的主要產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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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金屬製品製造業產業空間示意圖 圖 6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產業空間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4.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2001年前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是以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為主，自2006年起重新編冊，而在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1993年始有投資，發展平穩但數量不高，主要廠商多為中小型企業。利用2006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進行分析，從彰化縣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資料中可得知鹿港地區是主要

生產地區，雖然彰化市地區佔的比例也高，但從廠家數、員工人數與資產總計來看，鹿港地區都

比其他地區高出許多，在有研發支出廠家數中就佔9家。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資料在彰化縣中，

位於鹿港地區發展比較有完整之空間鄰近性(如圖6)。 

從生產力與利潤可看出各產業在各鄉鎮之競爭力，廠商會為了確保自己的利潤，而不斷地創

新，這也是各產業競爭力的原因之一。各鄉鎮的生產力(如圖7)為員工數除以生產總額，可看出勞

力生產力，例如紡織業在二林鎮之生產力高出許多，顯示紡織業在二林鎮偏屬於勞力密集產業。

而從各產業在各鄉鎮的利潤(如圖8)來看橡膠製品製造業都集中於大村鄉，顯示橡膠製品製造業廠

商在創新研發上的投入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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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四產業在彰化縣各鄉鎮之競爭力圖 

 

圖 8 四產業在彰化縣各鄉鎮之利潤圖 

 

而在彰化縣傳統產業內就屬於紡織業、橡膠製品製造業與自行車相關行業最具名，針對於各

重點產業，本研究利用各產業在當地具有代表性廠商作為案例，選定之廠商皆為上市公司，利用

各廠商之相關年報資料進行探討。 

(二)彰化縣重點產業之創新生產網絡發展形態 

1.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百和成立初期稱為三合興公司，提供粘扣帶產品，透過增資方式吸收新技術與組織創

新，創立海外子公司為上游廠商，提供原物料採購；也創立子公司為自我行銷品牌並有當地自主

接單交貨能力，形成中小企業裡完整的組織生產網絡。與上游供應廠商之間長久以來維持穩定成

長及良好的密切合作關係，在成品通路銷售方面有自有品牌LACOYA，並透過國內外之展覽及各

大媒體行銷手法，將LACOYA成功推銷至國際舞台，顯示在網絡中垂直連結相當完整，與合作夥

伴建立於信任合作。 

歷年來台灣百和之產品銷售市場結構為內銷56 %，外銷43%左右，在內銷方面主要市場以中

部地區為主，外銷方面主要市場為東南亞。而台灣百和積極整合上下游之配合廠商，提升生產速

度，增加競爭之能力。持續地導入高技術系統化自動之設備，降低人力成本之負擔，增加同業競

爭能力。應市場需求導向，由原來的OEM(代工製造)運用勞動力提供國際市場委託代工為主的業

務型態，發展為目前的ODM(代工設計)，不僅自行生產製作甚至還包含自行設計各類產品，甚至

逐漸進入OBM(自有品牌設計)型態直接經營市場。 

生產力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二
水
鄉

二
林
鎮

大
村
鄉

大
城
鄉

北
斗
鎮

永
靖
鄉

田
中
鎮

田
尾
鄉

竹
塘
鄉

伸
港
鄉

秀
水
鄉

和
美
鎮

社
頭
鄉

芳
苑
鄉

花
壇
鄉

芬
園
鄉

員
林
鎮

埔
心
鄉

埔
鹽
鄉

埤
頭
鄉

鹿
港
鎮

溪
洲
鄉

溪
湖
鎮

彰
化
市

福
興
鄉

線
西
鄉

紡織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胡太山、尤淑萍、周享民、賈秉靜、羅欣玫：傳統產業地區創新生產網絡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 

122 

圖 9 台灣百和生產網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於和協力廠商配合良好、關係密切，並透過品管部門對其嚴格要求，能大幅提昇協力廠商

的出貨品質。由B2B(企業與企業間的電子商務)跨入B2C(企業與個人消費者間的電子商務)，讓上

下游市場整合。竹炭產品之經營策略由原來的B2B透過企業間的整合的行銷方式，而演進到目前

上下游市場整，提供產品與服務給顧客。上游主要是原物料業，竹炭原料主要來自於台灣南投地

區的農民提供，配合農委會的農產政策和紡織工業共同開發。銷售主要客戶有寶成製鞋、各國際

知名運動品牌鞋業、成衣製造業及運動器材業，但由於現在的下游產業已更加著重於研發的工

作，所以使得此產業的產品可以被運用的更為廣泛，最上游原料供應至上游、中游、下游的加工

及製造早已自成一完整供應鏈體系，生產網絡之基本建構將以2007年年報中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與銷售地區進行分析(圖9)。 

2.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新是國內最大輪胎製造廠，1967年正新成立之初專門生產自行車胎與機車胎，汽車外胎的

生產約佔本公司產量的60%；1972年產品由內銷變成以外銷為主，1997年正式投入生產營運

MAXXIS，2003年MAXXIS品牌榮登台灣十大國際品牌，名列第五名，2007年排名世界第12名。

正新除了積極籌建台灣為全球營運總部外並於台灣、上海、美國及荷蘭成立研發中心，使正新集

團整個營業、研發、資訊等得以有效運用分配。正新主要產品為自行車胎、機車胎、農工用車胎、

卡、汽車輪胎、再生膠、各種膠帶樹脂及其他橡膠製品，行銷策略方面正新對品牌的推廣活動，

無形中使銷售及價格制定有正面助益。而在原料供應方面，主要來源皆為國內，而彰化縣是一個

能提供原始物料需求完整的地區，這也是橡膠製品製造業大部分聚集在此地區之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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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正新生產網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歷年來市場結構內銷22％，外銷78％左右國外市場分別銷售地區：美洲、歐洲、中東、非洲、

亞洲、紐澳等地區，國內輪胎業因市場競爭激烈，產銷重點放在競爭較少的外銷市場。與日本共

和株式會社於大阪成立正新輪胎販賣株式會社，擴大對日出口。正新與Degussa Exxon等多家原材

料供應商加強技術合作後，產品有了大幅度的精進。 

透過OEM合作方案，正新為全球前十大輪胎集團之列。正新經歷數十年來的發展，以形成完

整的上中下游供應鏈，資本密集的上游原料業與技術密集的中游加工業，下游的國內外輪胎經銷

體系與車用運輸市場。 

3.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962年以生產自行車內外胎為主，1972年開始外銷，1990年設立KENDA。2000年成為美國

Cooper公司在台灣獨家代理。建大與正新皆為橡膠業但在原物料的進口上有所不同，建大原物料

有一半以上是由國外進口。建大歷年資料與正新相比，建大在研發經費上投入與正新的研發投入

差距頗大，主要原因是建大未設置研發中心，著重在於行銷上。而台灣自行車業在A-Team 的運

作下，2007年平均單價和出口數量比2006年有大幅成長。 

建大所出產商品自行車胎，是提供台灣自行車胎主要廠家之一。相對競爭也較激烈，壓縮國

內市場競爭空間。因應中國低價競爭，近年國內輪胎業積極尋求轉型，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有助

於國內產業升級。石油價格的提升加上中國橡膠消費量激增，以及非鐵金屬的漲價，使得原材料

價格隨之上漲，造成輪胎成本高漲的壓力仍然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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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建大生產網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4.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利達設立於1972年，主要業務為自行車及其零組件之加工、製造及銷售，於英國、德國、

波蘭、斯洛伐克、挪威及荷蘭等地設立更多子公司，並持續在歐洲、日本、及中國大陸拓展國際

事業版圖，完成全球佈局。台灣自行車產業A-TEAM在業者積極推動體質升級、研發高附加價值

產品、建構自有品牌通路及國際行銷合作、策略聯盟的多方努力下奠定了台灣對全球高級車市場

供應的領導地位。美利達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國外廠商日本、義大利、比利時、法國、美國、德

國以及瑞士。國內廠商分佈概況其中主要集中在於台中與彰化。 

歷年來市場結構內銷10%，外銷90%左右市場占有率，2007年度全國自行車出口量約475.2萬

台，美利達外銷量約69.1萬台，市場佔有率為14.54%。而在近年節能、環保與健康等議題被日漸

重視，以及消費者的經濟動力，促使自行車產品的消費市場，漸朝質量並重的成長趨勢發展。在

行銷方面鞏固歐美等既有市場並持續開拓新興市場，力求提高符合客戶、市場需求的新產品曝光

度，積極促銷；以良好的產品力搭配完善的通路佈局及品牌行銷服務，維持在全球高級自行車市

場中佔有率的穩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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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美利達生產網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我國自行車自1969年拓銷美國市場成功開始，以OEM的出口導向進攻外銷市場，並在政府輔

導及產業界努力下，建立了自行車王國的美譽。自行車市場屬於成熟產業，屬競爭非常激烈的產

業。但台灣自行車廠憑藉著優越的專業研發、代工能力及全球各地靈活的產銷體系，已逐步打進

美國、歐洲、日本等市場。美利達自創立之初，即以高品質外銷導向為產品定位，多年來為世界

級大廠代工，累積相當之生產、研發經驗，而有能力創新產品。為避免與ODM客戶在市場上直接

競爭，採市場區隔策略。主要競爭對手為自行車專業製造商，主要競爭對手為巨大及愛地雅。重

要契約與美利達香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有技術合作，契約2006年至2009年 。完整上下游體系及

低廉的勞工向來為我國自行車產業所擁有的競爭優勢，惟有建立強大自主的研發能力，才是站穩

世界高級自行車主導地位不可或缺的支撐力。 

(三)彰化縣重點產業之創新投入產出 

廠商為建立長久的競爭優勢，會考量現有的資源與能力現況，研究擬定廠商成長策略，包括

未來定位以及附加價值的提升等等，以達成更具專業化與多樣化的創新產出，而研發與創新更市

場商成長的主要驅動力。本研究創新研發投入對象代表研發經費投入及技術合作，而品牌及產值

乃為創新研發產出的衡量基準。 

1. 創新投入 

在研發經費方面2001年美利達所投入經費要比其他廠商多，主要原因在於2000年時自行車產

業遭遇到空洞化危機，廉價的車輛不斷侵蝕台灣市場，使得許多廠商都轉往大陸投資設廠，原本

在自行車市場中台中巨大為主要對手，但遇到危機後兩家自行車大廠就與政府機關單位組成

A-TEAM。而正新與建大同屬於橡膠製品製造業是既競爭但又能和平相處，而市場上是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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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新主要是以外銷(78％)為主，而建大則是以內銷(64％)為主。由資料得知台灣百和與其他廠

家(美利達、正新及建大)來比，投入研發經費雖是最少的，但從紡織業來看算是投入研發經費高

的廠家。 

台灣百和是與國內工研院和農委會合作，但相對地，其他產品的技術還是原至於與日本技術

合作。而橡膠業技術則主要與日本合作技術，美利達目前則是與內部子公司進行技術合作，顯示

彰化縣內知識密集產業生產網絡技術合作對象皆相同，以日本為主。 

 

圖 13 彰化縣知識密集產業生產網絡鏈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 創新產出 

在品牌的創立上各廠商都有建立屬於自有品牌，而這些品牌在國際上都是知名品牌，顯示了

彰化縣知識密集產業是走在國際端。台灣百和2005年發表竹炭紡織品，發展獨立品牌LACOYA正

新在開創品牌之際，一開始就選擇美國，最主要的原因是正新認為要走國際化。MERIDA的品牌

行銷基於創新、開發，同時以消費者價值觀為導向，創造更有價值的產品與技術。由各案例產值

表可以看出每年生產出產品之價值，圖14顯示了正新在近幾年產值是一直有所成長，相對於一樣

產業的建大，產值則一直唯持在一定平衡點內，美利達則為案例中居於第2，其產值也是逐年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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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各案例之生產總值表 

本研究案例是以彰化縣知識密集產業為主，都是以製造業生產為基礎，雖之研發設計、品牌

行銷活動可以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但相對所需要的組織規模與資源也較高。具體來說，在原物

料供給面應包括輔導廠商從事研發、強化法人研發機構功能、財團法人成立開放式實驗室來促進

促進產學合作；在環境與需求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在於政府的國家創新系統。 

五、 訪談分析 

訪談對象本研究選定為具有完整之網絡廠商，透過和主要品牌的訂單或代工關係，維繫著生

產獲利，這些廠商背後都有一個彈性生產模式和地區生產系統來確保其競爭力，其動向足以掀起

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經濟的變化，而這些也是台灣與世界接軌最好的觀察指標。 

設定對象為各產業具有代表性的廠商，其中參考在2007年天下雜誌所調查的1000大製造業，

針對彰化縣各鄉鎮之區域性代表廠商，如紡織業選定和美鎮內具有知識密集的廠商；橡膠業則選

定大村鄉，與相關之公會更進一步進行訪談。透過廠商的生產方式或部門決策，深邃地觀察力和

洞悉力，來分析彰化縣在生產網絡的發展。利用研究假設來擬定訪談大綱內容，如經濟環境改變

下，企業如何因應與改變；如何提升傳統產業的附加價值；協力廠商分布範圍以地區性廠商居多

或是以外縣市為主。 

表 2 訪談廠商分類表 

產業類型 訪談廠商 訪談對象 

自行車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灣

區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松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

自行車相關業者 

楊銀明理事長、張昇常董

事長、廖本彰董事長 

絲襪 福助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魏平褀總經理 

紡織品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桂珠董事長特助 

玻璃 台明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肇骞副總經理 

輪胎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軒妙財務副總經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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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競爭力面向 

產業的競爭力是創新的原動力，廠商透過水平競爭與垂直合作激發出市場的價值，以自有品

牌來打響產品，而與上下游合作廠商能如此密合主要是建立於信任上，針對知識密集的產業而

言，產業的競爭力更能提昇產業價值。 

在市場上的產品是一直會被新產品所取代的，這才會提昇競爭力，面對競爭力與上下游協力

廠商更需要對彼此有信心，產業鏈上之上、中、下游產業，以集體分工之方式，就其產業分工之

部分，投入研發工作，如同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葉桂珠董事長特助指出：「開業最大的改

變就是從單一化產品演變至多元化產品的開發，提升競爭力。委外製成的商品，原料選擇仍是百

和選取，百和做最後測試。百和購買成品，百和直接購買後轉售(訂單量不多的情況下)，掛百和

的品牌，在10幾年前就有這樣的關係，最高峰的合作廠商有到300家。若是跳脫紡織的研發合作，

就需要與其他非原協力廠商合作，如工研院(竹炭)、塑膠(射出鈎)，這些占百合集團百分比4%，

將來主要成長動力在於竹炭與塑膠製品(壓縮製品)。」創新相當重要的是在廠商之間網絡、大小

廠商間關係、以及小廠商間關係，合作與水平網絡對創新是重要的。 

創新過程中彼此相互合作，但卻和其它特定區域或其他國家相互競爭。然而有些產業卻與大

型公司在全球性層次上競爭，卻密集地與當地某些相當專業化的製造商合作。如同福助針織股份

有限公司魏平褀總經理指出：「做絲襪的在原料取得方面至少不會輸給人家，跟相對的日本、韓

國，還有中國大陸以前是有很大的優勢，但現在慢慢的移到外面去，雖然沒有很大的優勢但是至

少不會輸給人家，但棉花方面就輸的很慘，因為棉花是仰賴進口的。」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吳軒妙財務副總經理也指出：「最重要的我們產品研發到銷售，100%掌控，不假藉外人，有自

己的技術，生產能力蠻強的。在銷售網絡中，有一個很強的團隊在SUPPORT，能讓我們的全球銷

售上，掌握自主權，我們的正新與MAXXIS是兩個很大的品牌。而全球五大汽車廠都是我們的客

戶，GM、TOYOTA、MISTUBISH、NISSAN、FORD等。」在產業中廠商之間的關係、政府部門

的角色、地區研發活動等都是一系統中的核心要素。 

本研究由訪談與二手資料得知產業之間網絡關係，利用泡泡的大小泡泡線寬，來呈現該產業

部門的關聯。整體來說，除了可以勾勒出以產業彼此之間的上下游關聯，同時可以呈現、廠商的

規模與研發比例大小。 

自行車產業與上下游廠商密切連結合作關係主要是有成立A-TEAM組織，組織內有完整之生

產鏈，在分工中，每個零件都是由不同廠商生產，再經由兩大自行車公司販售。(見圖15)紡織業

大多屬於微型廠家，而這些微型廠家都為主力廠商的合作廠商，如同台灣百和表示在高峰期有合

作的廠家就高達300家，而顯示紡織業著重在於與合作廠家之間長期合作信任。(見圖16)橡膠製品

製造業與上下游廠商並未有太多連結合作關係，主要原因是輪胎製造過程中，原物料引進到產品

銷售，都是由廠家自行運作。(見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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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自行車生產網絡關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6 紡織品生產網絡關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7 輪胎生產網絡關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網絡的發展關係面向 

在彰化縣傳統產業創新生產網絡組成因素，會因為外在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的，如市場與生

產面市場導向投資，低階代工生產，創新環境面研發依賴地區，技術根留地區等問題。 

發展知識密集產業的目標之一應為提高我國在國際經濟中之戰略地位，我國廠商係以跨國供

應鏈管樞紐的地位，整合了製造與服務的功能，契合了知識密集產業的發展模式。但是一般所謂

的「台灣接單，海外(大陸)生產」是過分簡化的說法，如同福助針織股份有限公司魏平褀總經理

指出：「屬於傳統的勞力跟密集產業，勞力密集產業在台灣不容易生存。勞力密集產業他是不可

偏廢的，顧名思義的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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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中，成為聯繫技術與產品之創新者與大量生產基地間的中介者。全球

生產網絡中的結構性位置下的特定社會制度，所以問題毋寧是如何導引企業創新的能量，使得它

能服務於台灣主要領導產業與全球經濟的接軌，同時提升競爭力，如同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吳軒妙財務副總經理指出：「正新在全球佈局上除了大陸、東南亞、台灣是生產基地，其他像

美國、加拿大、日本、德國、英國、荷蘭等，都有銷售據點，在杜拜也有設辦事處。銷售是全球

化的，銷售140多個國家，就台灣的產業來說，像我們這樣全球化佈局的不多。」 

原料物成本過高，對未來創新產品與服務的市場不易掌握與風險過高的疑慮，這些因素是廠

商卻步的最大關鍵。在傳統產業的生產網絡發展路徑當中，有別於高科技生產網絡之不同，在於

傳統產業發展路徑沒有產學合作現象。 

知識密集產業，除了自成體系外，更可與其他產業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從確認市場需求的

市場情報研究、到產品設計、流程設計、標準化、彈性生產、市場分析、新產品推出、行銷和配

銷、反覆改良產品與服務、售後服務，和從系統模型到線上顧客資料庫等都需仰賴含軟體在內的

廣義服務業，如同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吳軒妙財務副總經理指出：「台灣製造的成本較高，

所以高單價產品就留在台灣，海外就是較低階的。至於比重來說，台灣占四分之一，海外占四分

之三。」 

(三)未來發展趨勢困境面向 

台灣產業結構係以中小企業為主，自行研發能力一般而言較為薄弱，每年都投入大量科技專

案經費支援產業技術研發，期以技術能力提升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對於研發和創新的表現主要仰

賴技術或是自行研發，技術發展的中心，與當地群聚有關。 

綜合訪談資料可發現廠商在研發創新上遇到以下幾點阻礙： 

1. 資金來源：由於台灣傳統產業都屬於中小企業家，在資金的來源上只能以營業獲利為主，政府並未給

予太多協助。 

2. 合作夥伴：從訪談與二手資料得知廠商的合作夥伴大多屬於技術上支援，與國外夥伴合作多，與高科

技產業相較之下有明顯差異，高科技產業大多與鄰近夥伴合作，如大學機構或育成中心。政府可協

助廠商與鄰近夥伴合作，促進產學合作。 

3. 人事成本考量：由於傳統產業屬於勞力密集，在人事上常面臨流失，加上政府在申請外籍勞工上有所

限制，導致員工不足。 

政府在技術與行銷上若能幫助，則能提供廠商掌握未來市場前景，鼓勵研發創新多元管道填

補人才缺口，以及健全法規管制標準與稅制環境。 

而在經營上廠商面臨以下幾點重要問題： 

1. 市場空間：由於在市場上產品競爭力大，許多大陸廠商會以低成本低價格的方式來打亂市場競爭力，

讓經營不善的廠商不是倒閉就是也往大陸設廠，讓產品的品質影響市場空間。 

2. 外來競爭：台灣在加入WTO後，國外的產品能引進台灣，使得台灣市場競爭更為嚴峻，產品提供量

增加，但市場的需求卻不變，造成廠商經營上的損失。 

3. 政府態度：政府的政策決定影響著企業的去向，由於台灣一直以來經濟面上一直是仰賴著高科技產

業，近幾年政府開始重視傳統產業，但中小企業許多是靠著自己的人脈與關係在國際上競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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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協助中小企業發展，在全球網絡上會有不錯的收獲。 

在訪談後本研究更進一步收集訪談對象之相關資料，發現在合作模式方面自行車產業與國外

合作模式較多，而輪胎產業則著重於在研發上。而在營運模式方面玻璃產業台明將為單一窗口與

外面接洽訂單，在分配給其他廠商，屬於知識密集服務業。技術研發方面可得知彰化縣傳統知識

密集產業都偏向於自行研發或與國外合作，沒有產學合作現象，主要原因在於這些知識密集產業

之所以能生存完全是靠自己，政府並未給於太多協助。 

表 3 產業訪談重點整理表 

訪談

對象 

生產 

合作模式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模式 

協力廠商

分布 
產品銷售 

產業

群聚 

政府協

助 

自行

車 
與國外合作 

OEM 

OBM 

每一零件都為

一個研發主體 
國內外 國外居多 有 

研發需

求 

紡織 
與周邊鄰近

廠商合作 

ODM 

OBM 

自行研發、少

部分與工研院

合作 

國內 國內 有 無 

輪胎 
僅與原料廠

商合作 
OBM 

自行設置研發

中心 
無 國外居多 無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台灣傳統產業生產網絡發展競爭力需要在依賴於政府積極推動技術創新、品牌創新和高技術

密集、高附加價值為導向的產業創新策略，有效發揮資源整合效應。透過與國外合作為主與當地

研究機構並沒有關連，顯示傳統產業，大多數屬於獨立作業。生產網絡面對於與原物料提供之廠

商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但對於水平連結是又競爭又合作的方式。知識密集服務業的發展應受到重

視，這牽涉服務業的對國人及外人投資自由化問題。而且研發應可視為一種產業加以發展，以便

與技術相關知識密集服務業的發展相輔相成。 

六、 結論 

(一)研究結論 

傳統產業要成功永續發展需要許多不同層面的資源，如廠商之間的連結與政府機構的協助，

更能形成完整的創新生產網絡。本研究主要探討在創新生產網絡環境中所需要具備之創新研發特

質，提出傳統產業中生產網絡建構在有研發、創新之行為上。而在創新生產網絡內某些產業僅位

於特定區域，而這些屬於特定區域內的公司，然而不同產業可能會有不同競爭性、互動性及組織

的界限，這會是超越國界的。在習性與規範減少不確定性和基於互利以促進協調合作，有助於調

節經濟生活，創新涉及互動學習，其中制度習性與規範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針對彰化縣傳統產業

中知識密集較高的廠商為案例來建構生產網絡，對未來傳統產業發展所得之結論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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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競爭力 

由研究得知傳統產業的合作對象，主要是以國外技術合作居多，而合作對象是廠商自行尋

找，如台灣百和與工研院合作是自行尋找的合作機構，政府未協助傳統產業與學術機構來進行合

作。而由文獻得知高科技產業主要合作對象為國內學術機關單位，若傳統產業能與國內學術單位

進行合作，則能更提升附加價值，因此得知產學合作對於傳統產業是另一需求。透過學術單位與

產業的相互配合，能讓傳統產業不論是在生產技術、產品設計、人員素質各方面，均可以透過學

術單位資源的投入，研發出獨特生產技術、產品設備，並能掌握全球產業脈動、創新產品特色。  

從自行車產業研究中可看出廠商之間是既合作又競爭的經營方式，卻是能在技術創新與品牌

上突出。A-TEAM的形成是自行車產業發生重大危機時所成立，因外來的競爭壓力，使得兩大廠

商美利達與巨大聯手合作，在聚集其他廠商所成形的。雖是合作但卻又彼此競爭，在研發上廠商

不斷創新，投入研發經費甚多，是為了能提升產品市場。自行車產業的經營方式是其他產業可以

學習的，成立一組織，在行銷上、研發上甚至合作上，都能有團結的力量。 

2. 網絡關係分析 

從研究可以顯示，傳統知識密集產業與垂直合作的協力廠商所形成的產業網絡，是建立在於

信任上，由於傳統產業歷史悠久，合作的廠商都為固定廠商來往，逐漸發展出一網絡連結，如台

灣百和與台明將與協力廠商之間合作在於長期以來的信任，協力廠商都為微型工廠，當大量訂單

來時，協力廠商都能協助產品如期出貨，有這樣的合作方式在於彼此之間的信任，因此可得知傳

統產業的信任是在於長久以來的合作關係，這也是傳統產業的組成要素之一。  

由研究彰化縣傳統產業與文獻回顧當中得知傳統產業生產網絡與高科技產業生產網絡中組

成要素不同的地方在於信任與自有品牌的成立，相同組成主要要素為競爭與合作關係。因傳統知

識密集產業發展較為長久與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信任上，在加上都有自創品牌推銷於全

球；相較之下高科技產業因發展較短，與合作夥伴只建立於技術研發上，又因國內高科技產業生

產產品是屬於零件部分，未有成立自有品牌來行銷。其相同之處在於競爭力與合作之間的互動，

同樣創新新產品與新技術。 

由案例得知不同產業的生產網絡發展路徑差異不大，以原物料提供和銷售地區來看，只差別

在於廠商的經營重心是放在台灣或是國外，而在彰化縣傳統產業案例裡得知廠商比較重視國外市

場，主要原因在於台灣知識較密集的傳統產業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績，都是靠自己努力而來的，

對台灣的市場趨向於可有可無，與研發合作對象與偏向於國外技術。而由訪談得知傳統產業的生

產網絡關聯有明顯差異，在與上中下游的產業聯結當中來源皆不同，組成的網絡之間關連性不

大，如自行車產業當中分工極細，每一零件生產於不同廠家，但也可看出自行產業之間的關聯很

完整，這也是A-TEAM成立的原因；相較於紡織品產業與輪胎產業，從上游來源到下游銷售可看

出網絡鏈聯結是比較少的。 

3. 發展趨勢困境 

由研究得知技術創新為知識密集產業的發展方向，這是需要政府在研發創新政策的支持，將

產業的生產程序中技術研發功能留在台灣，成為知識密集產業的方式，來提升產業價值及層次，

創造出更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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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前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影響廠商進駐後營運的需求及與相關產業的互動關係，

若能重視則能提升創新的效能。尤其是在強化下列諸面向加強技術基礎設施的資源、規劃不同的

產業環境與實質空間、政府與產業界的溝通與協調、及提升研發經費的投入。若產業生產網絡能

被視為未來產業發展的重要模式，國內在研究該領域之理論探討與實證的應用，相較於國外至今

仍是非常缺乏。 

(二)研究建議 

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針對廠商對政府政策的需求調查結果，建議政府應在協助企業克服「技術」與「行銷」二端的資源與

能耐缺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供企業掌握未來市場前景，鼓勵研發創新多元管道填補「人才」缺口。

而土地及勞力仍是企業所關心的問題，也是最期盼政府協助解決的問題。 

2.後續研究建議不僅針對原物料來源與銷售地區之聯結關係，更可深入探討組織的生產網絡關係。 

3.由於農業近年來也屬於轉型階段，可探討一級產業生產網絡，讓國家生產網絡更為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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