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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特色研究  『台商的全球網路』多年期計畫 

第二年研究計畫第二年研究計畫第二年研究計畫第二年研究計畫變更說明變更說明變更說明變更說明：：：： 

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與競爭力與競爭力與競爭力 

立基於第一年豐富的研究成果之下立基於第一年豐富的研究成果之下立基於第一年豐富的研究成果之下立基於第一年豐富的研究成果之下，，，，我們也根據台灣廠商在我們也根據台灣廠商在我們也根據台灣廠商在我們也根據台灣廠商在 2008這風雲多這風雲多這風雲多這風雲多

變的一年所發生變的一年所發生變的一年所發生變的一年所發生的的的的劇烈變化劇烈變化劇烈變化劇烈變化，，，，調整了第二年的研究方向調整了第二年的研究方向調整了第二年的研究方向調整了第二年的研究方向，，，，順應許多台灣廠商從順應許多台灣廠商從順應許多台灣廠商從順應許多台灣廠商從

大陸珠三角大陸珠三角大陸珠三角大陸珠三角、、、、長三角長三角長三角長三角、、、、越南等地回流到台灣的趨勢越南等地回流到台灣的趨勢越南等地回流到台灣的趨勢越南等地回流到台灣的趨勢，，，，以及落實暨大對中部特色以及落實暨大對中部特色以及落實暨大對中部特色以及落實暨大對中部特色

產業的關心產業的關心產業的關心產業的關心，，，，我們在第二年凝聚所有成員的研究焦點在中部的機械產業我們在第二年凝聚所有成員的研究焦點在中部的機械產業我們在第二年凝聚所有成員的研究焦點在中部的機械產業我們在第二年凝聚所有成員的研究焦點在中部的機械產業，，，，特別特別特別特別

是其工具機產業是其工具機產業是其工具機產業是其工具機產業，，，，從不同的方法與分析層面從不同的方法與分析層面從不同的方法與分析層面從不同的方法與分析層面，，，，期許更有凝聚力與前瞻性的未來期許更有凝聚力與前瞻性的未來期許更有凝聚力與前瞻性的未來期許更有凝聚力與前瞻性的未來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同我們也將研究子計畫由四個子計畫新增為五個子計畫同我們也將研究子計畫由四個子計畫新增為五個子計畫同我們也將研究子計畫由四個子計畫新增為五個子計畫同我們也將研究子計畫由四個子計畫新增為五個子計畫，，，，也調整也調整也調整也調整了研究了研究了研究了研究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讓研究角度更完整讓研究角度更完整讓研究角度更完整讓研究角度更完整，，，，研究團隊的背景更整齊研究團隊的背景更整齊研究團隊的背景更整齊研究團隊的背景更整齊。。。。 

一一一一、、、、研究方向調整與變更之研究方向調整與變更之研究方向調整與變更之研究方向調整與變更之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 

（（（（一一一一））））計劃背景與目標計劃背景與目標計劃背景與目標計劃背景與目標 

過去一年在暨大特色研究『台灣廠商的全球網路』多年期的整合型計畫的第

一年期，我們針對台灣廠商在大陸、海外與本土的網路進行研究與調查。子計畫

一的計畫主持人施信佑教授，研究著重在收集台灣高科技廠商赴中國大陸各個城

市投資設點資料，並以此資料為基礎，探討台灣高科技廠商赴中國大陸投資設點

的動機、以及投資路線之特徵。相關研究的三篇文章皆發表於Technology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SSCI）以及Technology In Society (SCI)。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

是第一年期中新增的子計畫是第一年期中新增的子計畫是第一年期中新增的子計畫是第一年期中新增的子計畫，的主持人莊文彬教授所主持的研究，主要從廠商的

海外研發來看，廠商的技術能力對於廠商績效的影響。相關文章已確定發表於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SSCI)。子計畫三之計畫主持人林欣美教授所主持的

研究，主要從跨產業層級（inter-industry）來看位於中科的兩個產業聚落族群的

共演化效果，透過延伸Koka的模型來詮釋兩種網路的共演化現象，以此推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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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網路的動態性理論。文章分別發表於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SSCI）,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marketing （SSCI）, 台

大管理論叢（TSSCI）。子計畫四的主持人蔡櫻鈴教授，主要探究中部地區在近

十年工具機產業網絡形成之一般性因素。經專家問卷調查、層級分析法及業界問

卷調查後，彙整出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形成的關鍵決定因素集，並得出研發聯

盟、生產聯盟、以及行銷聯盟的各項關鍵決定因素權重比值與優先順序性。相關

文章投稿於Th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以及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目前仍在審查階段。子計畫五陳建宏教授所主持的研究，則是從TFT 

LCD技術產業化之過程，以及在產業雁行發展趨勢下台灣切入TFT LCD製造的背

景進行討論，文章發表於其他類期刊。綜言之，過去一年大家的努力成果極為豐

碩。 

而第二年的計畫則延續第一年的研究方向而第二年的計畫則延續第一年的研究方向而第二年的計畫則延續第一年的研究方向而第二年的計畫則延續第一年的研究方向，，，，配合台商的活動作方向的調整配合台商的活動作方向的調整配合台商的活動作方向的調整配合台商的活動作方向的調整，，，，

以以以以「「「「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為主題繼續整合性的研為主題繼續整合性的研為主題繼續整合性的研為主題繼續整合性的研

究究究究。。。。以家族為中心的中小企業是台灣產業的特色，他們以靈活、彈性、韌性和活

力的特質創造了台灣經濟的奇蹟，成爲台灣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源泉之一。在國際

市場上，台灣的中小企業並非單打獨鬥，而是形成網絡關係集體在國際市場上作

戰。產業網絡是介於市場和官僚組織間許多廠商以某種特殊關係相維繫的群體，

而這種特殊「關係」正是華人文化特色。隨著東方國家國際競爭力的興起，近十

多年來西方國家對大規模廠商為重心的研究，逐步轉向中小企業，因爲他們不但

是新就業的創造者，而且是創新的主要來源。有別於對大企業的研究，研究者不

再對這些中小企業的個別分子單一對待，而必須將他們所形成的聚落或網絡當作

一個單位做整體的考察。 

另外，台灣中部產業的群聚的形成與發展與在產業全球化的趨勢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產業的全球網絡對於產業聚落的興衰、變革亦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力。台灣中部的機械產業、工具機產業、光電產業、或其他高科技產業等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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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聚落發展成功的案例，並以中部科學園區與周遭的相關產業聚落最具代表

性。特別是從近年來台灣產業群聚的發展態勢，可以發現許多動態複雜的互動現

象，我們發現中部產業網絡因為中國大陸產業網絡的形成已有許多的動態演化，

包括本土聚落的衰退、外移至大陸，因而造成大陸重新型塑了許多新的替代產業

聚落，進一步在大陸不同的城市間產生都市為聚落分析單位的網絡連結。 

同時留在台灣的產業聚落也因為與其他地緣產業聚落的互動，產生了許許多

多的動態演化、網路共演化現象。同時過去談台商的全球網路大多著墨於台商在

西進、南移所形成的全球性網路，而從次貸危機、信貸危機乃至於全球景氣衰退

所引發的珠江三角洲台商倒閉潮、以及金磚四國、VISTA五國等地的投資條件不

再所引發的台商回流潮，使得台商的全球網路的焦點重新回到台灣。而在台灣形

成的產業聚落如何在國際供應鏈中尋得定位，聚落所帶來網絡效應與聚落廠商的

特質又如何影響績效是我們重新聚焦關注所在。另一方面，台商在大陸的網絡又

如何因應此全球局勢的變化？是否可以從城市網絡中，各城市所扮演的角色與網

路內互動來分析。這些都是我們在第二年計畫中所欲關注的焦點。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從某些產業之個案發現一些有趣現象。以中部地區之精

密機械群聚為例，早期以中部的上下游中衛體系之供應鏈網絡呈現出動態演化的

現象，以共演化的角度解讀或以動態系統學來分析此網絡演化現象，皆饒負學術

研究意義，特別是光電產業與半導體產業的高速成長引發與過去隨著產業雁行發

展而形成的產業網絡型態大不相同的新聚落型態。而機械產業中的工具機產業之

重要特質--其協力廠通常維持著與多家中心廠的供應關係，提供專業的產品或服

務並維持著本身的經濟規模，地理集中度為產業聚落帶來高度彈性及效率的獨特

競爭優勢。基於這種產業上下游垂直分工的緊密關係，如何跨越個別中心廠需

求，使協力廠可同時與不同中心廠共存共榮，以及聚落本身的競爭力可以為廠商

帶來績效，皆變成為工具機產業或機械自身長期動態演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在此背景下，總計畫之研究範疇，選擇台灣中部地區的產業聚落作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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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分別就產業網絡中之廠商與境外、境內區域的競合活動、網絡連結、聚落型

態、都市競爭等等層面探討全球化趨勢下產業網絡與產業群聚發展的質變與量變

趨勢。 

 

（（（（二二二二））））計畫架構計畫架構計畫架構計畫架構之調整之調整之調整之調整：：：：由四個子計畫由四個子計畫由四個子計畫由四個子計畫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為五個子計畫為五個子計畫為五個子計畫為五個子計畫：：：： 

新增子計畫新增子計畫新增子計畫新增子計畫『『『『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 

在總計畫的主題「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台灣中部產業聚落之群聚動態性與競爭力」下，繼續台灣

廠商的脈絡研究，新增為新增為新增為新增為五個相互關聯的子題五個相互關聯的子題五個相互關聯的子題五個相互關聯的子題，這些子題中，都以中部地區的特

工具機特色產業為研究重點。圖 1為此次總計畫中整合性觀念性研究架構圖。 

此次整合型計畫與其他五個子計畫都以中部地區的產業為研究重點，並從多

種觀點探討產業網絡的形態與演變。子計畫一子計畫一子計畫一子計畫一：：：：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由台商由台商由台商由台商

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主要以中部高科技產業為例，專注於產業透過對陸投

資外移至中國大陸時，在中國大陸二十五個重要城市所建立的都市網路，透過網

絡分析方法，瞭解整體都市網路的角色與互動；（（（（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網絡形態對網絡形態對網絡形態對網絡形態對

於廠商績效之影響於廠商績效之影響於廠商績效之影響於廠商績效之影響-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研究台灣中部廠商的網絡型態對

廠商競爭力的影響，就廠商為分析單位，探究產業聚落所行程的不同網絡型態對

聚落廠商競爭力的貢獻和影響，透過問卷調查與大樣本分析，協助找出台灣聚落

廠商在全球市場競爭的績效；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一步分析網路之間一步分析網路之間一步分析網路之間一步分析網路之間

的共相嵌關係的共相嵌關係的共相嵌關係的共相嵌關係 （（（（Coevolution and network co-embeddedness: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Taiwan Machinery Industry）））），，，，從多重層級（multi-level）的角度來觀察所

處的機械產業聚落和光電產業聚落，如何透過聚落的網絡型態、技術、與常模

（routine）等micro, meso, macro三種不同分析層級來觀察產業聚落間的網絡共演

化現象，並進一步探討產業聚落這一種網路型態共演化跨層級的機制為何。而子子子子

計畫四計畫四計畫四計畫四：：：：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則針對中部聚落產業

之一的工具機產業本身的網絡之重組與演化，進行為期十年的動態研究觀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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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機械產業網絡之特徵，以及產業網絡的重組與演化。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五五五五：：：：以系統動態以系統動態以系統動態以系統動態

學探究精密機械產業學探究精密機械產業學探究精密機械產業學探究精密機械產業，同樣聚焦於機械產業的發展光譜，所不同的是理論與分析

方法上的差異。子計畫五結合系統方法(Systems Approach)之觀點與系統動態學

(System Dynamics)，探討相關產業與群聚發展過程，最後發展出的系統動態學模

式，可與總計畫其他層面之分析結果共同討論，進行更具廣度之政策分析與模擬。 

 

圖 1 整合性觀念性研究架構圖 

產業聚落之產業聚落之產業聚落之產業聚落之網絡網絡網絡網絡動態動態動態動態---自身演化與聚落間互動自身演化與聚落間互動自身演化與聚落間互動自身演化與聚落間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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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網絡 

網絡動態性 

  光電產業聚落        

網絡區位 

網絡型態 

產業網絡 

網絡動態性 

…

…

… 

… 

網絡網絡網絡網絡聚落與廠商績效聚落與廠商績效聚落與廠商績效聚落與廠商績效 

  財務績效財務績效財務績效財務績效   

–廠商層次 

–網絡層次 

–產業層次 

技術能力技術能力技術能力技術能力、、、、擴散與升級擴散與升級擴散與升級擴散與升級 

–廠商層次 

–網絡層次 

–產業層次 

  管理機制管理機制管理機制管理機制   

–廠商層次 

–網絡層次 

–產業層次 

產業政策影響產業政策影響產業政策影響產業政策影響 
–產業生態發展 
–產業政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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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子計畫一子計畫一子計畫一：：：：施信佑施信佑施信佑施信佑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中國城市的群聚與競爭—由台商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由台商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由台商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由台商投資軌跡的網絡觀點審視  

本研究第一年著重在收集台灣高科技廠商赴中國大陸各個城市投資設點之

資料收集，並以此資料為基礎，探討台灣高科技廠商赴中國大陸投資設點的動

機、以及投資路線之特徵。第二年的計畫將延續第一年研究成果，從中國大陸城

市的觀點，探討台商到中國大陸投資所產生的群聚現象、以及中國大陸各個城市

在吸引台商投資所衍生的競合關係。 

由於過去多國企業區位選擇的文獻關注重點往往集中於單一廠商區位選擇

過程，或是單一區位的吸引要素。本研究則由宏觀的角度出發，匯整台灣所有上

市的資訊科技公司赴中國大陸各城市投資的結果，透過這些台灣上市的資訊科技

公司投資軌跡建構中國的城市網絡，以回答：(1) 中國大陸各城市在網絡地位中

所反映的區位網絡特色，以及 (2) 網絡中各城市的群聚與競爭關係。 

本研究普查台灣高科技廠商赴中國的投資地點，並將中國境內台灣高科技廠

商投資家數最多的 25個城市劃分為 25個網絡的節點 (共包括：香港、上海、北

京、天津、東莞、惠州、佛山、中山、深圳、廣州、蘇州、昆山、南京、無錫、

杭州、寧波、武漢、青島、成都、西安、長沙、瀋陽、大連、廈門及福州)，以

瞭解中國 25個主要的被投資城市在網絡中的互動關係與權力角色。 

本研究以 323家台灣高科技產業上市公司及其 847家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探

討其在 1988至 2006年間赴中國各城市的投資狀況。本研究由廠商投資城市的軌

跡探討被投資城市的網絡特色，因此所探討的文獻理論包含廠商國際化理論、區

位選擇理論、網絡理論及城市特性理論。 

本研究社會網絡分析法中的自我中心網絡分析  (ego-centered network 

analysis) 及角色結構分析 (positional and role analysis) 瞭解中國主要的被投資

城市在網絡中的互動關係與權力角色。其中，自我中心網絡分析強調的重點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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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投資網絡中城市之間的連帶與位置，通常使用網絡的中心性 (Freeman, 1979; 

Ibarra, 1993) 和密度來表達；而角色結構分析在於分析網絡中群體與群體間的關

係。其中集群分析是著重於探究在整體網絡結構中，哪些城市之間會形成具有凝

聚力的次團體  (subgroup)，進而使城市間形成不同的群聚；此外結構對等 

(structural equivalence) 分析也可審視哪些城市在網絡結構上的位置處於相等的

地位，而相等度愈高的個體也意味著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或取代關係也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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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子計畫二：：：：莊文彬助理教授莊文彬助理教授莊文彬助理教授莊文彬助理教授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網絡形態對於廠商績效之影響-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台灣中部製造業廠商為例 

由於第一個年度裡，本研究主要從廠商的海外研發來看，廠商的技術能力對

於廠商績效的影響。接下來，在第二個年度裡，本研究將會從廠商所處的網絡型

態，來觀察廠商的技術能力對於廠商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將首先探討在台灣中部地區廠商們聚落的分佈情形，接著檢視這些中

部地區廠商形成網絡的型態，最後本研究將探討中部地區廠商之間不同的網絡型

態，是否對於廠商的技術能力的影響。進而產生不同廠商績效的影響。 

在研究對象方面，主要還是如同第一年度，以台灣地區中部廠商作為第二年

度研究的主體。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結合先前的訪問資料進行個案研究進行大規模的實証

分析，並且撰寫成研究報告。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透過本研究將可以了解到

中部地區的各種不同廠商網絡，對於廠商技術能力的影響。並且檢視不同型態的

網絡對於廠商之績效的影響，以期能夠提供給政府對於中部地區的產業發展政策

一個有價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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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子計畫三子計畫三：：：：林欣美助理教授林欣美助理教授林欣美助理教授林欣美助理教授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一步分析網路之間的共相嵌關係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一步分析網路之間的共相嵌關係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一步分析網路之間的共相嵌關係從網路分析的角度進一步分析網路之間的共相嵌關係 （（（（Coevolution and 

network co-embeddedness: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Taiwan Machinery 

Industry）））） 

由於第一個年度裡，本研究主要從跨產業層級（inter-industry）來看位於中

科的兩個產業聚落族群的共演化效果，我們透過演伸 Koka的模型來詮釋兩種網

路的共演化現象，以此推展並建立網路的動態性理論。 

接下來，在第二個年度裡，本研究將會從多重層級（multi-level）的角度來

觀察所處的產業聚落的網絡型態、技術、與常模（routine）等，透過 micro, meso, 

macro 等三種分析層級來觀察廠商與制度面環境的互動下所產生引發網路共演

化，並進一步探討產業聚落這一種網路型態共演化跨層級的機制為何。我們打算

透過深入訪談與個案研究方法來進一步提出網路中『共鑲嵌（co-embeddedness）

機制』作為解釋網路間為何發生故共演化現象的 antecedents。 

在研究對象方面，主要還是如同第一年度，為建立暨大中部產業特色研究的

聚焦，以中科內的機械業（如盟立、高橋、均豪等）為主，探討這些加入全球供

應練網路體系的新興廠商作為第二年度研究的主體。期能說明台灣廠商在面臨產

業網絡西移至大陸，而又遭受大陸新政策變動下，台商回流等現象所表現出來的

網路動態性發展，特別是在台灣中部的網路或產業聚落中，到底網絡的動態性發

展受何因素影響，而以網路共演化的理論出發，又如何能藉此個案講網路動態性

理論作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對於廠商未來因應環境變動，所應發展的應變策略

或主導環境發展的策略作一建議，以期能夠提供給政府對於中部地區的產業發展

政策一個有價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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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子計畫四子計畫四子計畫四：：：：蔡櫻鈴蔡櫻鈴蔡櫻鈴蔡櫻鈴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從產業環境觀點探究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之演化 

第一年之研究主要是就中部地區所有的工具機廠商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經專

家問卷調查及層級分析法業界問卷調查後彙整出台灣工具機產業網絡形成的關

鍵決定因素集，並得出研發聯盟、生產聯盟、以及行銷聯盟的各項關鍵決定因素

權重比值與優先順序性。在了解近十年工具機產業網絡形成之一般性因素後，接

下來，在第二個年度裡，本研究將會針對幾個主要的工具機中心廠商進行深度訪

談，以便能更進一步探究其網絡動態變化之情形。 

本研究將從產業環境觀點來探究台灣的工具機廠商於近十年產業網絡動態

演化的重要考量因素，分別從網絡特性、網絡形成、網絡型態與網絡關係之構面

進行探討。工具機產業廠商網絡的互動關係相當的複雜，有許多非正式的溝通管

道或運作方式，而且網絡的形成有著各自獨特的歷史背景與發展過程，透過深度

訪談可獲得較全面的資訊。希望本研究之成果不僅能補強現有學術研究的不足，

並且對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亦能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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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五五五五：：：：陳建宏陳建宏陳建宏陳建宏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從系統動態學分析精密機械產業從系統動態學分析精密機械產業從系統動態學分析精密機械產業從系統動態學分析精密機械產業 

本項子計畫，在總計畫的架構下，以三年的期程依序探討下列研究主題，目

前之提案為第二年之內容。 

第一年主題：探討台灣 TFT LCD產業發展 

第二年主題：探討台灣精密機械產業產業發展 

第三年主題：建構中台灣光電-機械產業群聚發展模式 

第一年已針對 TFT LCD技術產業化之過程，以及在產業雁行發展趨勢下台

灣切入 TFT LCD製造的背景進行討論。第二年將延續第一年之研究方向，繼續

探討台灣精密機械產業產業發展結構，預計將完成此產業的各案研究，作為第三

年討論光電產業與精密機械產業群聚與網絡變遷的基礎。 

區域產業網絡的演化與發展是一個複雜且動態的問題。其中包含了眾多產業

廠商與環境角色的相互關係，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方式互動，而

呈現出互異的發展行為。要了解此種複雜現象，需要適當的觀念架構，來理解產

業系統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在政策分析方面，也需要適當的方法論，來處理產業

系統與其環境中眾多角色之間，細部交連複雜的關係。 

本研究希望以具整體觀的系統演化觀點，探討台灣中部區域重要產業群聚的

發展歷程，建立概念性架構以作為探討產業長期發展的基礎。本研究選擇台灣中

部群聚現象明顯的光電與精密機械產業作為研究對象，在產業的層級討論以及產

業本身，以及跨產業整體的發展現象。資料收集的層級將包含產業與部份廠商層

級的個案資料。 

本分項研究計畫預計結合系統方法(Systems Approach)之適當觀點，並結合

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探討相關產業與群聚發展過程。最後發展出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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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動態學模式，可與總計畫其他層面之分析結果共同討論，進行更具廣度之政策

分析與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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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計畫主持人經歷計畫主持人經歷計畫主持人經歷計畫主持人經歷、、、、資源資源資源資源、、、、及合作概況及合作概況及合作概況及合作概況 

本計劃由佘日新教授擔任總主持人，負責協調、整合各項子計畫的研究範

疇、研究方法、分析產業等內容，並協助子計劃主持人進行廠商訪談。佘教授的

專長為科技管理、策略管理、及行銷管理，具有豐富的研究經驗及成果，曾經發

表論文於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Journal of 

e-Busines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Technovation,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及其他國內外期刊。

此外，佘教授亦具有多次主持整合型研究計畫的經驗，近期的電信國家型科技產

學合作橋接計畫即是由佘教授擔任計劃總主持人。在行政經歷方面，佘教授曾經

擔任本校國企系系主任、中興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目前擔任本校國

企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豐富的行政及研究資歷使得佘教授得以帶領各子計畫

主持人如期完成研究，創造出新的管理知識。因此，本整合型計畫在他的主持下，

必將能順利進行，圓滿達成目標。 

本計畫第二年共有五個子計畫，由國企系施信佑、莊文彬、林欣美、蔡櫻鈴、

及資管系陳建宏等五位老師參與。施教授畢業於交通大學經管所，研究專長為科

技管理、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於博士修業階段即鑽研網絡分析，並有豐富的經

營實務經驗。相關著作發表在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Tourism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Technovation等國際期刊。 

莊文彬教授畢業於中央大學產經所，專長為產業計量分析，著作曾發表於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The Developing Economies等國內外期刊，近期研究

重心為產業聚落中廠商對外投資行為與海外研發活動。在本計畫中，其欲探討不

同網絡型態對於廠商競爭力的影響。 

林欣美教授畢業於台灣大學國企所，專長為國際企業理論與管理、組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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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於博士階段時期對於網路鑲嵌、策略聯盟等議題相當熟稔。在本計畫中，林

教授擬從「共生性策略聯盟」與「競爭性策略聯盟」兩種政府輔導之跨組織研發

策略聯盟進行比較，探討不同型態的聯盟在技術擴散及能力提升上是否有所差

異。相關著作發表於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marketing, 台大管理論叢、管理評論等期刊。 

蔡櫻鈴教授畢業於日本東北大學，專長為國際直接投資策略、國際企業經營

策略、產業分析等，曾於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發表對於華人企

業網絡是否影響廠商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蔡教授曾擔任 IJECRM、JLEG，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等期刊的審查委員。在本計畫中，蔡教授將進一步探

討機械網路的動態演化。 

陳建宏教授畢業於交通大學管科所，曾服務於工業技術研究所，期間參與多

項外商在台設立研發中心的研究，對外資企業投資對台灣產業的影響有深入瞭

解。其論文發表在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和其他期刊。 

由總主持人及各子計畫主持人的研究及實務經歷中，可看出本計畫參與的教

授均對於產業聚落與網絡分析議題極有興趣，近期多從事與本議題相關的研究並

已陸續發表研究成果，以暨大特色研究『台商的全球網路』三年期計畫的第一年

成果而言，共計有五篇 SSCI、一篇 TSSCI、一篇 SCI、以及一篇其他類的文章

發表。參與計畫的教授均屬本校專任師資，在校服務年資均為三年以上，且為國

企系與資管系的老師，分工協調或討論較為便利，也可共享訪談與數據資料，為

本團隊優勢之一。另外因地緣因素，參與計畫的教授們在中部科學園區及中部精

密機械園區經營已久，累積了豐沛的人力資源，在研究上可獲得產業界支援，增

加廠商訪談、問卷發放的成功機率及內容效度，進一步提升研究價值。 

本研究團隊也嘗試與美國史丹佛 SRI研究中心、聖荷西大學、加州大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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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等國外傑出學者進行交流，試圖透過合作進一步強化本校教授

們的學術研究能力，提升在國際學術社群的能見度。 

 

三三三三、、、、預期綜合效益預期綜合效益預期綜合效益預期綜合效益。。。。 

1. 就學術上而言： 

(1)透過三年期的研究，探討產業網絡不同時期的靜態結構與跨時期的

動態變化，進一步深化「產業聚落網絡」議題的學術知識。 

(2)逐步累積中部地區產業網絡資料，作為日後研究的基礎。 

(3)撰寫出每年 3篇以上論文送交期刊審查發表 

(4)奠定暨南國際大學在商業研究領域的學術特色 

2. 就參與教授而言：參與教授可對研究產業和該產業網絡型態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並可培養參與教授們的協調合作能力、提升研究品質。 

3. 就研究生而言：可以增強研究生的產業知識、分析能力、調查訪問技巧，瞭

解產業最新動態，並完成畢業論文 

4. 就政府而言：瞭解產業網絡的動態變化，可進一步在政策上引導產業發展、

提供產業所需的軟硬體基礎建設。 

5. 就廠商而言：可以瞭解不同產業網絡運作情形，提供日後自身產業發展的參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