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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根據Porter對群聚條件的解釋，高品質人力資源、技術知識、資本資源、基

礎建設，是影響廠商聚集在同一區域的主要因素，本文定義這四項因素為群聚因

子，且是影響整體區域發展的群聚效果。本文同時以區域商數法來衡量台中市產

業，結果可知機械產業是分工專業化的產業，並且是區域的發動型產業，產業群

聚帶來的技術創新，由數學模型可知的確促進區域經濟成長。此外也以過去的台

中工業區的設立，來觀察人口移入的變化，從統計資料可知產業群聚的結果，使

就業人口大量的移入，民眾的基本需求使當地形成商業聚集，也因而區域經濟發

展。 

    產業群聚分析的起源是為了界定產業群聚，爾後逐漸發展為對整個區域生產

環境的檢視。藉由群聚分析可以歸納出區域發展潛力的產業，並針對區域內所缺

乏的環節加以改善，來促進產業的成長。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發展產業群聚現象

分析的變數，包括產業集中因素、產業關聯因素與經濟繁榮因素。 

    由於中部的機械產業，在追求永續發展的同時，創新研發上面臨了一些困

難，如：產業形象、發展、相關系所、廠商型態與新技術引進等，因此，機械產

業的群聚效應一方面為自身產業帶來成本節省的相關優惠之外，對於吸引產業群

聚與發展之公部門而言，更能創造稅收、增加就業機會與提升地方整體區域發展

與改造。本文將提供可靠的分析與評估地方經濟發展影響來用於中部地區的獨特

之機械業群聚所帶來貢獻。 

    在進行因素分析後，將基礎設施與資本資源合併為一個因素，其原因可以歸

納這兩個構面，是因為資本資源的提供也是一項基礎設施的服務，並且從Pearson

相關分析驗證完善的基礎設施與資本資源提供對產業群聚程度有正面顯著影響。 

 

關鍵字：群聚效應、精密機械、地方經濟發展、產業鏈、區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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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1970年代末起，由於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影響，致使過去的經濟、產業、

區域發展等政策逐漸失效，因此一種不同於以往運用全國一致經濟政策之作法

「地方經濟發展」（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逐漸成形。地方經濟發展強

調地方異質性、透過公私部門協力治理（collaloration governance），致力於

該地方經濟成長、提升生活品質與解決地方失業問題，並著重地方產業多樣性、

重視各專業人才之培訓，成為各國政府近年來採行的促進地方經濟之政策方向。

地方經濟發展主要藉由地方資源之尋找與共識之凝聚，尋求適合地方發展之產

業，作為達到促進經濟成長、生活品質提升、就業機會增加等目的之策略。 

    放眼台灣現況，隨著兩岸三通政策之鬆綁，台灣對於出口之產值依賴中國大

陸之情況將更高，因此台灣各重要港口、機場周遭成為兩岸間直航的重要發展區

域，理論上區域經濟（regional economy）係中心都市為周圍地方交易中心所形

成者（安虎森,2005），台中市現狀上因規模所限，甚難成為中台灣的經濟交易

中心都市；近期內台中縣市正醞釀合併升格之議題，設若台中縣（市）合併升格

直轄市，未來台中都會區具備陸、海、空港之優勢，勢必將成為台灣中部地區最

重要之經濟活動力的城市之ㄧ（紀俊臣,2007）。根據2007年製造業1000大調查

資料顯示，從中進一步檢視中部區域核心產業的分布，以目前台中工業區、中部

科學園區、及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之企業，並輔以全球供應鏈佈局的角

色扮演來看，包含光電、精密機械、奈米材料、航太、通訊等產業在內之金屬原

料與製品、電腦週邊與零組件、電子、半導體、光電、精密儀器與機電、紡織成

衣皮革、及化學材料與製品等，皆為中台灣最具全球旗艦發展之廠商。基於地方

經濟發展之策略運用上，台中縣市開始計畫性的發展地方重點產業，隨著中部科

學園區之成功崛起，中科與台中縣市漸成為密不可分的互賴關係，中科之發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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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呈現出產業群聚（Industrial Cluster）的特點，其中以精密機械的產業群聚

效果最為顯著，在整體全球該產業鏈中扮演非常關鍵之供應者角色。2003年我國

舉辦產業科技創新國際研討會，陳信宏(2003)認為，開發中國家的產業聚落若要

能永續經營，需滿足兩個以區域為核心的條件： 

    1.產業聚落內必須要具有相當創新能力的本土廠商。 

    2.產業聚落與本土創新企業要有能力將國際生產網絡中旗艦級廠商定 

     錨於當地，尤其是利用本土企業與國際旗艦廠商的國際連結，藉此 

     提升廠商競爭力，維持聚落的成長性。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企業為尋求永續經營、取得或更便宜的使用所需要的生

產要素和資源、分散投資風險，會利用國外投資以增強企業的生存力與競爭力。

企業投資時的地點選擇多座落在經濟區內，主要的原因在於分享經濟區中的政府

優惠制度及其有形與無形利益，處在群聚中廠商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上游供應商、

共同合作夥伴、勞動力、市場資源、創新技術能力、以及透過公會組織所分享到

的商業資訊，比起其他單打獨鬥的競爭對手而言，群聚會使廠商獲得更多的商業

優勢。隨著都市產業結構改變,如要享有更高經濟的外溢效果(Spread effect)，

似乎更高科技、高資本、高技術密集產業引申出來的聚集經濟效果

(Agglomeration effect)才得以更能帶動地方的產業關連，引進高素質人力，提

升地方消費能力及房地產市場。 

    以目前台灣之精密機械產業明顯群聚於中部地區之原則下，對於該產業之完

整產業鏈群聚，居於何種原因選定大台中地區以及台中都會區又能提供什麼樣的

力量來吸引廠商而形成此一現況作出探討，並研究精密機械產業之群聚效應對台

中都會區之地方經濟發展可能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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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相關產業群聚現象與研究，本研究將以產業群聚的觀點來對 

中科之精密機械產業進行分析與探討，並以該資料尋找出影響台中都會區經濟發

展之可能影響與成效，因此，其主要目的為： 

壹、藉由文獻回顧以探討地方經濟發展之理論，並將其應用於台中都

會區經濟發展之效果與方式。 

貳、透過精密機械產業之產業鏈群聚調查以分析對於台中都會區之

具體經濟發展影響結果。 

參、探討目前台中都會區之產業分布狀況與中科廠商之區位選擇考

量因素。 

 

第三節 研究範圍 

  

 壹、空間範圍  

   中部科學園區簡稱中科，其下分為台中園區、后里園區與虎尾園區三者，  

三園區開發面積預計共約765公頃，其中台中園區規劃約413公頃，於民國92年

7月動工開發台中縣第一期工程，第二期持續開發台中市工程。中科的開發除

了可以結合中部原有的產業特色之外，亦可連結新竹、台南科學園區形

成台灣西部科技走廊，奠定台灣成為綠色矽島的基礎；而引進產業以精

密機械、光電、積體電路、生物科技、通訊、電腦周邊等六大產業為主，

將可形成完整的高科技產業聚落，促進中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朝高附

加價值、高科技密集的方向發展。另外本研究範圍亦包括台中機械科技工

業園區、文山工業區以及散佈於大台中地區的精密機械產業為主。   

 

貳、 產業範圍 

     本研究的產業對象為中科之精密機械產業（Precision 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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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整體精密機械產業中，包括精密工具機、LCD 生產機具、微/奈

米設備、環保科技設備與再生能源設備等。我國精密機械工業已在中南部地區

形成獨特的群聚產業鏈，周邊匯集研發機構、大專院校及工業區，相關零組件

供應及各種生產加工支援都在一小時車程範圍內，協力網絡綿密完整，具充分

彈性與效率，是生產競爭力上的一大優勢。而現階段為了讓機械業者邁向百億

大型企業的目標，政府更提供輔助研發經費等利多，協助國內機械業創新研發

新品，增加產品競爭力，期許機械廠商成為年營業額百億元的大型企業。目前

政府已編列 83.2 億元的研發經費，包括法人科專計畫、業界科專計畫、主導

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等。由於工具機工業一向是一個國家精密機械工業的重

要指標，精密機械大都需要精密工具機為其主要加工工具。精密工具機產業是

台灣少數以自有品牌行銷國際的重要產業之一，在台灣整體機械產業中居龍頭

地位，約佔 15%，2006 年台灣是全球第六大精密工具機生產國，總產值 1,260

億元；在外銷上更有亮麗表現，是全球第四大工具機出口國，僅次於日本、德

國、義大利，出口金額 29.64 億美元，較 2005 年成長 11.48%，並持續看好未

來三至五年的發展。又精密機械產業群聚的完整產業鏈規模下，能為台中都會

區的地方經濟發展產生的實質利益也非常多元。 

第四節 研究內容與流程 

 

壹、 研究內容 

    台中地區向來以機械產業聞名，政府為了使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規劃開發了

大度山附近的科技園區，例如台中科學園區、台中機械科技工業園區、文山工業

區⋯等，這一南北帶狀的工業區，將發展成中部科技走廊。由於機械業是台中的

主要產業，加上零星的工廠興建在未變更工業用途的農地上，政府運用土地不能

達到最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台中科學園區成功地吸引光電廠商（友達光電）的

進駐，使上下游廠商進入園區的意願提高，因此原本遲滯已久的機械科技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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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得以繼續開發。 

    本文首先以地方經濟發展之相關理論解釋地方經濟發展政策之起源、理論並

從中解釋台中地區的相關政策之規劃與配合，再藉由產業群聚之理論引伸其定

義、型態與所形成之效益，且分析目前台中地區之精密機械產業群聚效應概況，

並將兩者相互映證以求得出該產業群聚對於台中都會區之經濟發展影響。 

 

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由最初的界定研究目的與範圍開始，接著收集地方經濟發

展理論概念與產業群聚理論及中部地區中該群聚產業之相關資料並汲取國外類

似高科技產業群聚案例，由該等文獻中建立研究構面與研究假說。接著選定研究

對象進行訪談與問卷調查，經過研究操作後開始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並依據研

究分析的結果與研究假說的驗證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本研究的進行流程如

圖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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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操作 

1.訪談調查 

2.問卷調查 

資料收集及文獻探討 

1. 地方經濟發展文獻回顧 

2. 產業群聚理論 

3. 中部地區精密機械產業群聚狀況 
4. 台中都會區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關係 
5. 國外高科技產業群聚效應對地方經濟發展

影響之案例研究 

界定研究目的與範圍 

研究設計 

建立研究假定與問卷、訪談大綱之擬定 

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究分析與探討 

  1.中部地區精密機械產業群聚分析 

2.台中都會區經濟發展分析 

問卷與訪談資料整理分析 

 

 

 

 

 

 

         

圖1-1 研究流程圖 
 

 

 

8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7 年）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地方經濟發展文獻回顧 

壹、 地方經濟發展的崛起 

    以美國為例，於1970年代開始美國各州與地方政府大規模採行各項經濟發展

政策的過程為一開端，但地方經濟發展真正成為地方政府所重視的政策議題則開

始於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初期嚴重的經濟衰退之後。因此整體而言，地方經

濟發展政策崛起的時機都與外在經濟環境以及政府財政的惡化有很大的關係。地

方經濟發展是結合了「地方發展」與「經濟發展」而形成，透過經濟的發展使地

方不致衰退沒落，而經濟發展則與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近年來，在政治上「權

力下放」與「市場經濟」的轉變趨勢，使得「地方」經濟發展成為重要議題，強

調地方特色與公私部門間的互動。而全球化所面臨的產業轉型、地方特色的強

調，與地方永續發展概念的形成，使觀光發展成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策

略。地方經濟發展更強調「地方」的概念，在作法上，也與過去由中央政府所掌

控並制定全國一致又缺乏因地制宜的政策有所不同。 

關於地方經濟發展興起的原因，Hughes(1991)提出三點看法：一、1970年代

石油危機後的緩慢成長與1980年到1983年政策導致的經濟衰退使引起多中心都

市與地方失業率攀升；二、區域政治自1930年代發展至今已不流行，且許多地方

政府寄望對於地方經濟發展取得更大控制權的野心，使得資源移轉到較具地區性

的計畫；三、企業文化和許多措施指向小型企業，希望藉由地方企業創造支援機

制的網絡。 

地方經濟發展的歷程大致可區分成三個階段：1970年代以前，世界各國的經

濟發展多以凱因斯的福利國家政策為指引，國家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場所，中央政

府是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者，為求國家經濟成長，多運用全國一致的經濟、產業

與區域發展策略，將資源集中投入於特定的產業與特定地區。此種以國家總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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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為考量的政策，忽略了地方發展條件之差異，使得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

普遍存在，不具優勢的發展地區因此發生產業衰頹、失業率增加等蕭條景象。直

至1970年代，經濟全球化及生產與通訊技術的創新，世界經濟生產方式逐漸由福

特主義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模式走向後福特主義的彈性化與專業化的科技產業

發展。後福特主義強調水平式的全球專業分工，加速了企業資本的全球性流動，

形成所謂全球化經濟發展模式，生產經濟空間產生分散化，地方經濟發展因此受

到重視。此時期產業結構與網絡概念之形成為各地方經濟發展與競爭的關鍵要

素。  

1980年代末期，地方經濟發展的取向開始轉向對非經濟因素的重視，如經濟

發展過程中之參與者(政府、企業、社區組織等)角色的扮演(Wood,1993)。此時

期，強調的是政府、企業與地方組織間合作關係的建立，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貳、   地方經濟發展的內涵 

江彩禎(2002)認為地方經濟發展是結合了「地方發展」與「經濟發展」而形

成，透過經濟的發展使地方不致衰退落沒，而經濟的發展則與產業的發展密切相

關；其同時指出地方經濟發展之內涵包括企業發展、社區意識與就業發展、實質

環境發展以及人力資源發展。Haughgton(1998)則認為地方經濟發展是透過各地

社區參與，研擬具競爭力且能帶動地方經濟再發展的長期發展策略，以引導整個

地區未來的發展。Blakely(1994)認為地方經濟發展是地方政府或社區組織參與

刺激或維持產業活動和就業的過程，地區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是要利用既存的人

力、自然及制度等資源刺激地方部門的就業機會，以促進社區發展；其亦歸納相

關地方經濟發展的理論與文獻，提出下列函數關係：地方經濟發展=f(自然資源、

勞力、資本投資、企業創新、運輸、通訊、產業組合、科技、規模、外銷市場、

國際經濟情勢、地方政府能力、國家及政府的投入及對發展的支持)。

Rogerson(2002)指出地方經濟發展被定義為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

私部門及地方組織建立合夥關係，共同經營管理地方既有之資源，以創造工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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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刺激地方經濟之發展。所以，地方經濟發展係透過組織、制度及聯盟的合

作及發展，並動員地區人力、資金、技術等資源以維持和創造地方經濟的繁榮，

主要的目的在於賦權予社區成員以創造經營新興及擴大的企業、專業化的制度與

組織。 

参、 地方經濟發展之相關理論 

徐進鈺、鄭陸霖(2001)將經濟發展文獻區分成兩類，一類為在地全球化理論

(包括工業地域理論、加洲學派、在地調節理論)，另一類則是全球在地化理論(包

括跨國公司主導、全球商品鍊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前者著重從地方角度去

看全球化的作用與地方的優勢，與本研究主題較為相關，故節錄與本文相關之地

方經濟發展論述，整理如下： 

 一、工業地域(industrial district)理論  

工業地域理論主要在探討1970年代以後，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產

業再結構的問題，許多產業在國內喪失競爭力而外移到其它地區時，在義大利東

北部區域的傳統勞力密集產業，何以能夠透過集體學習，合作競爭的方式，進行

產業升級，不僅沒有外移，甚至提升競爭優勢。此理論的提出正是要在個體微觀

的經濟體(廠商)與宏觀的經濟體系之間尋求一個中程的理論，來解釋廠商聚集的

作用。其中，最主要的論點在於經濟交易的活動與社會生活的網絡之間，有著著

床(embeddedness)的關係。這樣的社會關係使廠商之間有著互動學習與競爭合作

的基礎，也使得工業地域廠商作為一個集體具有優勢，而這優勢也經常著床在特

定地點，因此具有在地化優勢。 

 二、加洲學派  

這主要是指從1980年代開始，在美國的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地理系與城市規

劃系的學者先後針對南加州不同產業所做經驗研究後，對廠商聚集現象提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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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解釋。他們開始關注的焦點在於對廠商分工、交易成本以及地理聚集之間關

係，在累積了一系列的經驗後，指出廠商的分工(包括技術與社會分工)會決定了

區域工業化的特性與發展的可能路徑，而借用了制度經濟學者的交易成本理論，

他們認為產業組織的形式(包括垂直整合或垂直分工體系)，會因交易成本的考

量，而有所不同，而決定了分工的型態。在此觀點下，廠商聚集發展的意義在於

減少交易成本的支出，因為可以藉由地理鄰近性，共享資源與資訊，同時口碑的

作用，也可以減少交易過程中為了防止自身因對方的投機行為受損失所因而增加

的交易成本。 

 三、在地調節理論(local regulation theory)  

由法國的政治經濟學者在1970年代提出的調節理論，在1990年代以後，受到

經濟地理學界的重視，並將之運用到有關地方經濟發展的探討上。調節理論的貢

獻在於指出經濟邏輯與社會生活以及政治制度之間整合的重要性。而在不同的空

間尺度(包括國際、國家與區域地方)之間，需要整合與統理(government)的機

制，包括自階層化的組織，到發展體系(subcontracting)以及合夥關係、策略聯

盟等，都是廠商要藉由不同統合方式，調節生產體系的矛盾與不足。 

 肆、   地方經濟發展之參與者與其網絡關係 

一、政府  

1970年代前中央政府是經濟發展的主導者，然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地方重要

性凸顯，逐漸轉向由地方政府主導地方經濟發展的型態。丘泰昌(1999)指出「地

方」問題的受重視，使地方政府握有較過去更多的權利，並背負更大的責任以面

對地方未來的發展，其中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亦有別於以往，由於地方勢力的崛起

所造成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之對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是建立在合夥關

係的基礎上，中央以主動的態度授權地方處理管轄範圍內的自治事務，稱之為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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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策略。Sellgren(1991)認為地方政府肩負著重要的責任與義務，應積極並主動

營造地方特色，藉以凝聚地方意識和建設的共識，同時也應清楚瞭解地方經濟發

展的需求、潛力和機會，進而在經濟發展的參與者中扮演主動出擊的角色。在地

方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經理，以及不斷溝通與協調互動基礎的建構，是

藉政策施為來營造地方經濟發展基礎環境的重要工作(廖淑容、周志龍，2000)。

因此，政府在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宜再扮演完全主導的角色，這不僅是環境已

改變、政府的能力條件有限，而且是強勢介入的政策主導，已不再有正面的效果。

政府最適當的角色就是「推動」地方追求競爭優勢，以及「協助」地方排除經濟

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不當障礙。 

二、企業 

地方經濟發展與地方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因為地方產業的獲利回饋能帶動

地方的建設與成長，對地方經濟發展能產生最直接而顯著的成效。Hughes(1991)

指出透過企業組織和企業網絡發展所創造的「企業文化」和所謂的企業精神，是

緊密強化地方競爭體質的主要因素。以第三義大利傳統產業做為研究個案的工業

地域理論，說明了義大利東北部區域的傳統產業，透過互相影響的中小型廠商聚

集合作而與國際級大廠商競爭抗衡的現象。廖淑容(2000)亦認為企業與企業間、

企業與政府間、企業與社群間的溝通與協調，以及信賴與聯盟關係的建構愈來愈

重要，一個良善的地方經濟發展，在過程中，企業的存在與持續經營，往往與地

方成長的過程有共生的關係。 

三、社區組織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使得地方經濟的發展受到重視，在地者角色的扮演因此愈

顯重要，有鑑於傳統由上而下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無法使地方經濟有

效率的發展，相較於政府的角色，在地者更能真切體認地方需求與既有的發展潛

力與資源，因而地方參與者(社區組織)自主自發的動員在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是

極具關鍵的因素。Blakely(1994)與Haughgton(1998)於地方經濟發展的內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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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提及社區(組織)參與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廖淑容與周志龍

(2000)亦認為社區意識與參與(民眾參與)，在地方事務決策與進行過程中一直被

視為重要且應考慮的因素，它所表達的是社會規範的關係和力量，即藉由多數的

民眾，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下，藉由社會化及法制化的過程，將人們的互動行為透

過有形的規則加以正式界定，以使地方經濟的發展更有效率。 

1970年代以後，彈性生產空間形式的研究受到馬歇爾工業地域之古典概念影

響，強調社區居民和企業人材的內在發展潛力，同時證明創新的產業環境是地方

文化和資源的產物，且建構網絡組織的過程對於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Rogerson(2002)認為在地方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私部門以及社區組織

建立合夥關係，共同經營管理地方既有資源，以創造就業機會，並刺激地方經濟

發展。Wood(1993)提出地方經濟發展網絡(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twork)

是透過網絡組織形式之建構，來提供地方經濟發展活動之參與者間相互聯繫的管

道與橋粱，藉此整合並動員相關資源，營造和諧的地方發展環境，以進一步吸引

更多新企業的進駐與投資。廖淑容、周志龍(2000)表示地方經濟的成長應奠基在

資源，以及作用者，與其彼此間互動的網絡關係上，網絡關係愈緊密則愈有助於

資源的充分利用與地方經濟發展制度的厚實，這應是一個地方持續發展的充要條

件(參見圖2-1)。Blakely(1994)清楚地指出在有關地方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中，

不論是採行何種手段、策略與地方產業的發展類型，地方參與者之互動是地方經

濟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透過地方組織團體間的互動以達成共識，並整合公

私、及第三部門之功能及資源以共同追求目標。  

 伍、    地方經濟發展策略 

Blakely(1994)認為地方經濟發展策略主要包含四個要素：目標性質(Target 

Characteristics)、發展的方式(Methods of Development)、地方發展組織的形

式(Loc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Form)、時間結構(Time Frame)。目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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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界定策略的範圍；發展方式包括對廠商的直接協助(如土地取得、金融誘因等

與；發展過程中的協助(如技術資訊與協助、提供機會、行銷協助等)；地方發展

組織的形式包括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部門、社區發展協會、自發性非正式組織；

時間結構區分為短期與中長期。引用Blakely地方經濟發展策略的四個要素於本

研究：工業區經濟發展以地方性的小型製造業之發展為目標，冀望地方性質的發

展協會或組織之形成，並自動自發地為地方經濟發展而努力，政府或專業團體於

發展過程中扮演從旁協助的角色，其為一中長期的發展計畫。  

Hughes(1991)提及地方經濟發展策略必須強調：透過新創辦法和地方企業的

發展指定地方經濟成長的來源；與社區企業合作並有計畫的提供協助；表彰對社

區有貢獻的社區組織或企業；研究並提出地區之競爭優勢計畫；協助勞動市場中

的非營利團體；促進區內的商業設施現代化。 

吳濟華(1989)提到當今世上不論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都已逐漸認識到

加 強 地 方 性 工 業 發 展 ， 積 極 加 速 推 動 區 域 工 業 化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以復甦地方經濟之需要。為開發利用地方資源，避免地方

富源之閒置與浪費，以活性化地方之經濟，積極推動地方性產業生產活動之加

速，當以促進區域工業化之進行為其首要工作。促進區域工業化之途徑有：一、

活性化地方原有的工業生產活動，並注入新的生命力以促進地方性原有工業之復

甦與再成長；二、藉造新增的生產活動，或引進新技術新產業，以帶動地方之發

展；三、區域工業化之成效，有賴於其所採用之發展途徑，並有賴於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民間廠商、金融機構、研究發展機構、工業發展協會以及各大學及相

關學術單位之互相結合。其亦提及地方產業發展是地方經濟成長的盛衰關鍵，係

美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重要的地方發展策略工具。 

廖淑容、周志龍(2000)整理各地發展經驗，將地方經濟發展策略歸結為科技

產業基礎發展模式(industry-based development pattern)、不動產開發引導的

發展模式
 

(the real estate-based development pattern)、文化政策與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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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
 

(cultural policy and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等三

種模式。並於全球化與地方再發展的競爭策略中提出地方發展制度環境的建構、

以知識為基礎的發展趨勢及其基盤設施的建設、空間功能分工與地方特色的形

塑、環境資源的永續與空間經理機制與地方經濟環境的營造與活化等地方再發展

的競爭策略。  

地方經濟發展強調地方異質性，透過公私合作，致力地方經濟成長、生活品

質追求與失業問題解決，並著重地方產業多樣性、重視人才培訓，成為各國政府

近年來採行的促進地方經濟之政策方向(江彩禎，2001)。 

第二節 產業群聚理論 

 

壹、 產業群聚定義 

    Philip Koltler(2000)，定義產業群為一群擁有正向垂直及水平連結的產業。若

一個產業能清楚劃分為投入與產出關係，則其發展即屬於垂直方向的。垂直連結

可分成向前連結與向後連結，向前連結是焦點產業與下游產業之間的連結；向後

連結是焦點產業與上游產業的連結。從焦點產業觀點來看，所有垂直連結的產業

都可稱作「協力產業」。由數種協力產業所造成的外部經濟，稱之為衛星效應，

這些協力產業的零組件會被其他產業廣泛使用。例如中部的機械零組件廣泛地應

用在汽車、自行車產業等。 

    蔡千姿(2003)以資源整合觀點，認為科技產業的發展主要有技術推力、市場

拉力，再加上地方吸引力，台中地方可以依循整合模式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由

發展地方吸引力開始，推動結合技術面與市場面資源的驅動機制，以策略性促進

產業群聚之綜效。 

    陳介玄(2003)提到，產業聚落的形成並非一蹴可及，因為產業聚落一旦形成，

便標示著區域經濟特色的形成，以及區域核心技術、知識、人力資源的高度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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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機械產業聚落之形成關鍵，在於眾多的零細小廠所形成的分工效益。從中部

產業發展型態來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聚落，其在全球的競爭力，主要來自

於獨特的生產單位，那就是協力網絡的生產單位。無論是製鞋業、自行車業、工

具機業或者產業機械業，皆以協力網絡的生產模式取得世界競爭優勢，這種競爭

優勢的取得，從過去20年發展經驗加以觀察，是立基於親朋好友自發的社會網絡

建立起來，因此稱之為自發性協力網絡( Spontaneous Network)。 

    鄭恩仁(1995)發現台灣科技產業群聚的利益在於，群聚成員可共同分攤基礎

建設成本，且有研發及生產上的助益。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良好的共生環境有

助於產業群聚長期的發展。他這裡指的良好共生環境是，產業環境有降低生產成

本、提高生產效率的優勢；研究環境有高技術人才取得容易的優勢；居住環境有

吸引科技人才與提高生產效率的優勢。 

    蔡政軒(1998)實證發現台灣的產業群聚與研發行為並無太大關聯，但生產上

較有群聚的現象。吳濟華、陳協勝(2001)研究台灣聚集經濟對廠商創新活動的影

響，實證發現科學園區內廠商對創新活動需求很大，且與學術機構有群聚現象，

但是一般工業區則沒有此現象。 

    張明宗、詹立宇、王嘉齡(2003)利用85年台灣工商普查資料，對整個製造產

業作分析，發現高科技產業的聚集程度不一定比較高，傳統產業如木工機械製造

修配業聚集程度也蠻高的。其次，產業聚集中心的垂直分工程度的確比外圍地區

還高，最重要的是，聚集程度愈高的產業，中心與外圍地區的垂直分工程度差異

愈大。不過聚集在中心的企業，其利潤率不一定比外圍地區高，並不如理論上所

說，企業聚集在產業聚落內績效較好。 

貳、 產業群聚的型態 

    Anderson(1994)認為產業群聚是一群廠商彼此在個別效率與競爭力上具有

密切的關係；這些關係內可由三個構面組成： 

一、供應商與購買者的關係(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供需兩者之間的

17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7 年） 



 

依存為產業群聚現象中最典型的型態。 

二、水平競爭或合作的關係(Competitor and Collaborator Relationships)

此種類型的產業群聚型態具有以下的特徵：相同的顧客群、使用相同的技

術、相同的勞工技能需求、相似的資源需求、相同的設備需求。廠商們生

產相同層級產品或服務，彼此為競爭或合作的關係。 

三、共享資源的關係(Share-Resource Relationships)：當相關或不同產業的

廠商為爭取共同所需的資源，如原物料、科技、專業人才、市場或資訊時，

很容易就聚集在一起。例如、新竹科學園區內的高科技廠商鄰近大學與研

究機構，即是為了運用充沛的研發資源與人才。 

參、    產業群聚之效益 

    産業通過集聚形成産業群聚，能夠釋放出一種群聚效應。這種群聚效應既是

産業集群合理存在的基礎，也是産業群聚不斷成長的推動力。根據Nadvi(1999)

的研究，集群效應是通過集體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而表現出來的，它

體現在三個方面：外部經濟性、聯合行動與制度背景影響。 

一、外部經濟性(External economies) 

    當一項經濟活動的社會收益大於私人收益時，就存在著外部經濟。産業群聚

中的外部經濟性是Weber 於1929 年所稱的集聚經濟效應，即因産業在地域上的

集中而導致社會分工深化、企業聯繫加強和區域資源利用提高所産生的成本節

約。集聚經濟效體現在便利性的四個方面（王緝慈，2001）： 

  （一）接近的便利性： 

    如接近市場的便利性、接近專業化員工與中間投入品的便利性、接近互補品

的便利性、接近信息的便利性、接近公共基礎建設與服務的便利性。在產業群聚

內，企業通常能夠更清楚、更迅速地察覺到新的客戶需求。正如它與當前顧客需

求的關係，在產業群聚內，企業得利於諸多集中的同業握有的客戶知識與關係、

相關產業中平行發展的企業、集中而專業化的資訊機構，以及精緻型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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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1998)。 

 （二）企業新生的便利性： 

産業集群中具有同類企業産生的各種便利要素，創業者很容易以較低的成本、較

小的風險整合資源而創建新企業。產業群聚促進新企業和新服務的形成。在集群

內部創業的進入障礙較小，而且其中的資產、技術、投入品和大力資源都是直接

具備的，它們可以方便地被組合到新的企業中去。當地的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

者，對集群都是比較熟悉的，因此願意索取較低的投資風險溢酬。另外，集群往

能夠提供一個巨大的當地市場，企業家能夠從業巳建立的關係網中開拓業務而獲

益。所有這些因素都降低了新企業的進入風險，同樣，如果企業經營不成功，退

出障礙也不大。集群的這種拓展強化了集群自身的發展活力；集群使得其成員在

絲毫不削弱它們原有的靈活性的情況下能夠獲得只有大企業或者正式聯盟才擁

有的規模優勢（魏江，2003）。 

  （三） 創新的便利性： 

創新是指把新知識轉化成商業或其他實務應用的社會互動過程，是維持資本動力

的基礎脈動，也是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的核心關鍵，其主要來自新產品的引進、

新生產方法的採用、新市場的開拓、新原料的取得以及新產業組織的推行。産業

集群中面對面的觀察與學習的便利性導致了群聚中瀰漫創新的氛圍(Innovative 

Millennium)，致使技術溢出效應更強、默示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擴散更容

易、産業群聚中的創新更容易發生。 

  （四） 社會資本形成與積累的便利性： 

集群中的行動者因地域的接近、交往的頻繁、親友的情緣等因素很容易形成與積

累良好的社會資本。社會和其他非正式的連結是重要，它們可以創造出更多新的

想法與新的商機。知識往往產生在某些特定地區，進而在這些地區被高度使用並

強化其價值，這些地區通常有一個關鍵點，即透過經濟、社會、政策、知識等實

體及非實體元素所形成的創新氛圍；我們可藉由創新氛圍的形塑，造成知識的產

生、運用、累積及再強化，達到提昇創新的能力，並激發創新的群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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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ing of Innovation)(Dicken, 1998；張容瑛，2002；鄭金梅，2002)。 

二、聯合行動(Joint Action) 

    聯合行動是指産業群聚中廠商間爲了某些共同的目標而進行有意識地合

作。1997 年Schmitz 認爲，産業群聚中的聯合行動可用廠商間合作的數量與合

作的方向兩個維度來衡量。合作的廠商數量是指産業集群中進行各類合作的廠商

數量之和，廠商之間既可是兩兩之間的雙邊合作，也可是多個廠商之間的多邊合

作。廠商間合作的方向是根據廠商間的合作關係建立的基礎而定，在同類産品廠

商之間的合作爲橫向合作，而沿著産業鏈分工的廠商之間的合作爲縱向合作。產

業群聚中的聯合行動能夠提高合作廠商的技術能力、生産能力與市場能力，能夠

有效地促進産業集群的成長與競爭力的提高。與産業集群的經濟外部性相比，它

是集群中行動主體之間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是一種主動型集群效應（王緝

慈，2001）。 

三、制度背景影響(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從整體性來說，産業集群是介於企業與市場之間的一種新型的空間組織形態。作

爲一種組織形態，産業集群是處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新制度經濟學與組織經

濟學認爲，制度背景分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前者有合約、企業與産權，後者有

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不同的制度對産業集群的效應有著不同的潛在影響。産

業集群一旦形成，集群中各廠商之間的合約簽訂與執行的交易費用較小；集群中

社會資本逐步形成與積累，集群中盛行著誠信與合作的文化氛圍；另外，作爲制

度的重要供給者，政府在産業集群中作爲一個重要的行動主體，它通過政策制訂

選擇合適的廠商進駐集群中，並通過特定的産業集群政策來促進集群的發展。在

各種制度的共同作用下，産業集群中的交易費用更小、企業的合作關系更強、企

業的成長性也就更好（Porter,1998；高登第、李明軒譯，2001）。 

四、小結 

    外部經濟效應是一種被動型的産業集群效應，即産業集群一旦形成，這種經

濟效應就會自發産生。聯合行動與外部經濟效應相比，它是集群中行動主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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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是一種主動型集群效應。最後一點制度背景的建立包

含正式的合約關係將節省交易成本與社會資本累積所形成的非正式關係可營造

合作與誠信的氛圍，並且說明政府可以藉由政策的制定來促進群聚的發展。1998 

年Porter 提及政府在產業群聚發展中的角色，無論是中央、省、地方政府都需

扮演好四個角色︰首先，應該改善產業所需的一般資源，如人力、基礎建設、足

夠資本；第二，政府應創造能貫徹的法令、政策，除了管制不合理競爭外，更應

注意鼓勵創新與改進，因為光是操作總體經濟的利率、匯率與稅率，只能創造短

期效果，唯有靠企業本身穩扎的創造與改進力，才是持久的競爭力；第三，政府

應協助產業在某個地區發展聚群，並刺激聚群升級；最後，政府應要求本國企業

及人民培養更強旺的競爭力（Porter,1998；高登第、李明軒譯，2001）。 

 

第三節 中部地區精密機械產業群聚狀況 

 

    大台中地區的發動型產業是機械業，而且是分工專業化程度高的產業。由於

機械產業過去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很大貢獻，為了解機械工業的發展情形，可以階

段發展來看過去的歷程。在民國80年以後至今的自製開發時期裡，政府頒定十大

新興工業發展策略，選定精密機械、自動化、通訊、資訊等十大新興工業，並運

用租稅、金融，專案研究等方式輔導協助國內機械業者。 

    依據工業統計調查報告，在1999年時有25％的機械業地理分布於台中縣市，

僅次於台北縣市的26％）。由此觀之，機械業是台中地區重要的產業，以廠商規

模來看，大部分都屬於中小企業為主，員工人數也都在20人以下，小規模的經營

方式具有生產上的彈性，再加上機械業獨特的分工網路結構，仰賴中心廠與協力

廠之間的默契創造出的衛星效應，使得機械業在生產上具有競爭力。加上機械業

具有典型技術密集的特性，也是國家的關鍵產業，因此一直有「工業之母」之稱

號。由於許多機械設備與下游應用產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產業鏈下游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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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求，往往會帶給上游機械業者產品改良的動力。 

工業發展是促進經濟成長的原動力，三十年來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可說是工

業發展與擴張的過程(杜青虹，1991)。工業區的劃設目的包含為促進工業土地合

理有效利用、減少工業生產的外部不經濟、促進工業生產的規模及聚集經濟、促

進區域均衡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帶動都市經濟發展、促進高科技產發展和產業

升級等。目前台灣都市計畫工業區主要以傳統產業發展為主，吳濟華(1994)提到

地方產業是地方經濟成長的盛衰的關鍵，係美國自八○年代中期以來重要的地方

發展工具，其所以逐漸受到政府重視的原因包括：一、地方分權與地方自主化的

發展趨勢；二、地方傳統工業式微，地方經濟發展待重整；三、地方產業政策對

地方經濟發展之立即效果較顯著；四、總體產業政策常背離區域均衡發展之目

標，五、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發展策略可並行不悖，增強政策效果。其認為上述

發展趨勢與問題正是九○年代台灣將面臨的問題。 

台灣的經濟發展，早期是以農業發展為主，政府為了恢復國內之經濟穩定，

開始培植工業發展，自1953年實施第一期經濟計畫，雖工業開蓬勃開展，工廠林

立，然由於政府缺乏通盤且有計畫的工業區開發政策，導致工業區的區位分散，

造成嚴重的都市與工業發展問題。至第二世界大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空間結

構受到世界經濟變遷之影響，歷經了多次的再結構，此階段的工業政策以「獎勵

投資，發展出口工業、擴展國外市場」為原則，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模式開啟了

與世界貿易經濟體系互動的橋樑，並帶動台灣經濟迅速成長。1970年代台灣在全

球資本主發展的變遷與生產模式轉變的經濟全球化風潮中，受到全球經濟空間再

結構的影響，逐漸被整合於世界的經濟生產體系中，大量外資投入不僅推動台灣

整體經濟的發展，也帶動地方經濟和中小企業的快速成長。長久以來，傳統產業

一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功臣，然1970年代後期，在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中，

傳統產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國內產業受勞力成本不斷攀升、勞動力不足與新

台幣升值等影響，使得傳統勞力密集產業之競爭優勢不復存在，而無法續留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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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遷廠外移，造成台灣產業結構不斷地面臨重整的壓力。1990年代全球資本主

義的危機和經濟地方化則更為明顯，台灣也面臨到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震盪期，

快速的資本累積和地方資源分配的質疑，迫使中央政府必須正視與建構合理的空

間結構體系、調整產業結構，與進行行政組織和財政劃分的策略，來降低全球化

的影響(廖淑容、周志龍，2000)。 

國內文獻中直接明言工業區與地方經濟發關係的有蘇倍琳(1991)於臺灣地區

工業區與地方發展關係之實證研究中發現台灣工業區帶動地方發展之效果在各

區域不同，工業區之設置對中部與南部區域有帶動地方發展之效果，但於北部與

東部區域工業區與地方發展之關則係不顯著。杜青虹(1991)於工業區設置對區域

經濟發展之影響－理論模型架構及其初步應用測試一文中認為工業區開發設廠

後，一方面除了能夠加速國家經濟成長、平衡區域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地

方繁榮、增加就業機會，所以設置工業區將使得地方人口與產業的成長與分佈改

變，進而影響地方的社經環境。 

第四節 台中都會區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關係 

    吳慶烜(1993)於工業區開發對鄰近地區社會經濟影響之研究－以台中工業區

為例之研究發現鄰近地區居民認為台中工業區開發對土地使用所引起的正面變

動最巨，經濟結構次之，而對生活品質所引起的負面變動最大，對於整個社會經

濟的影響為正面的，多數居民認為開發會對當地經濟帶來繁榮，且使得地價高

漲…如此可得知鄰近地區居民對於台中工業區開發之社會經濟影響是利多於弊

的。又依陳智斌(2001)於我國傳統工業區再發展課題與策略之研究－以台中工業

區製造業產業需求為例一文中探討台中工業區的發展現況，並配合產業需求與偏

好，擬定出健全產業參與相關計畫之管道、塑造一個符合產業需求之生產環境、

滿足不同類型產業對於工業區產業環境的需求與提供足夠誘因吸引廠商進駐工

業區等四項建議，作為台灣未來產業轉型與工業區再發展之參考。 

    以區位商數觀察，台中都會在製造業乃高於全台灣的平均值，另外以產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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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額分析，台中市具備製造與營造業區域競爭優勢，而近年來，台中市亦有其文

化政策，更具體的是，積極引進中部科學園區、展開台中都會區轉型為高科技產

業的架構，另外則以七期重劃區新市政中心計畫作為都市發展重要節點，創設新

的生產者服務業中心與相應的居住地帶。而主導在西區發展，以重劃區創造具全

球意象的地景，積極爭取足以吸引全球關注的文化設施，也爭取高科技園區的設

置。又台中市之全球化佈局空間連結點，目前有清泉崗國際機場與中部科學園

區，未來亦期待藉由兩岸三通後，藉由該機場與中科的結合共同帶動台中都會區

的經濟發展。 

    政府秉持產業政策與區域平衡發展為目標，提供公共財工業園區基礎設施、

園區服務，並輔以獎勵投資條例的施行，目的是要吸引更多廠商能進入，一旦地

區的發動性產業進入，一方面關聯產業會跟著進入地區內，另一方面帶來的聚集

經濟，就業人口的移入會增加投資需求，帶動附近地區的發展。例如：中部科學

園區進入中部後，關聯產業的就業人口會移入，附近地區的住宅社區逐漸興起，

園區的建立使房市熱絡。此外中科周圍的機械園區或工業區，能與中科形成中衛

體系，結合機械業與光電業的聚落，發揮群聚效益，促進地區經濟發展。 

    接著以台中工業區為例，來看至民國69年建立園區之後，引發台中地區的區

域發展變化，首先由人口層面來看，民國60年底全市戶數有92243戶，但75年底

全市戶數達171274戶，增加了快一倍。以遷入與遷出人數來看，從75年至90年底，

全市一直是呈現淨遷入的人口狀態，這可能由於中部地理位置適中，環境氣候又

適宜居住，而且加上工業區或高科技工業園區的設立吸引民眾定居就業也是其中

因素。 

    從區域發展角度來看，就業或居住人口的移入，當地民眾會增加消費需求，

商圈的形成帶動地區的產業發展，例如：台中市西屯區的逢甲商圈、五權西街的

美術館、東海別墅的國際街等，就是因應人民需求所發展出的。所以當地區的發

動型產業產生群聚效果時，其影響的範圍很廣，不止生產製造上的利益好處能吸

引其他關聯廠商進入地區，員工的定居更促進當地商業聚集，產生規模經濟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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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從以上論述可得知，在一個大的產業聚落的體系內，其實也包含了很多小

的零星聚落，其彼此互相依賴且互相競爭。在所有因素互相強化下產生地區的群

聚利益，會吸引周圍落後地區的生產要素不斷投入，而使落後地區的發展更落後

嗎？依據過去的學者看法，有的認為會使區域不均化，但也有學者認為長期時區

域還是會平衡發展。而我認為這兩種情況都會出現，因為在一個有發動性產業的

區域內，初期的時候必定會吸引大量的資源，但隨著地區內的民眾所得水準達到

一定水準時，個人的時間運用上轉而會利用在從事休閒活動上，因此群聚引起的

區域發展，起初會產生區域不平均的現象，然長期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會逐漸

縮小。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談討南科液晶顯示器產業群聚的現象與影響產業群聚發展的

策略性資源分析，根據文獻回顧決定分析產業群聚現象的三個變數，包括就業集

中因素(Porter,1990;Anderson,1994; Bergman&Feser ,1999;SANDG,2002)、產業關

聯因素(Porter,1990, Anderson,1994, 王緝慈,2001,Rosenfeld,2002)與經濟繁榮因

素(Porter,1990,SANDG,2002），和影響產業群聚發展的策略性資源四個變數，包

括高素質人力資源、技術知識資源、基礎建設與資金資源（Porter，1990，

1993;Bahrml&Evans，1995；Olson，1998;Sabourin&Pinsonneault,1997）等四項，

運用問卷調查方式得出可能之結果，再搭配台中縣市政府之相關發展策略：包含

中科園區開發計畫、精密機械園區開發、文山工業區開發案、四免六減半工業區

優惠方案與台中工業區園區更新與產業升級等五大項旗艦方案進行深度訪談，如

下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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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乃採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問卷調查主要受訪對象為地

方重要廠商之主要管理者一名，配合「台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之會員名錄，

選取上市、上櫃之廠商，其中包含經濟部選定的重點輔導精密機械業廠商等，但

受限於本研究的範圍，將從中排除設藉於台中縣市以外之廠商，並主要調查經濟

繁榮因素、產業集中因素與產業關聯因素三項因子。另外深度訪談將受訪者定為

台中縣市政府的相關局處室首長各一名，調查政府單位的相關優惠措施、未來施

政策略與現況瓶頸與改善之道等。本抽樣方法採用立意抽樣，以會員名錄作為母

群體，再從中選取適合的廠商樣本作為受訪對象。 

 

第三節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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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分 析 

產業群聚效果： 

1. 經濟繁榮因素 

2. 產業集中因素 

3. 產業關聯因素 

資 料 分 析 

台中縣市政府      

經濟發展策略： 

1. 中科園區開發 

2. 精密機械園區開發 

3. 文山工業區開發 

4. 四免六減半計劃 

圖 3-1 研究架構圖 

5. 台中工業區更新案 

壹、本研究主要集中於中部地區的精密機械產業為主要研究對象，但

由於廣義的中部地區範圍極大，該產業甚至分布於彰化、南投等

其他縣市，但由於本研究欲探討該產業群聚對台中都會區的經濟

發展影響，可能造成無法全盤掌握與研究中部地區的廠商，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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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拘限於設籍台中縣、市的廠商為對象，對於整體該產業之完整

產業鏈恐有缺漏。 

貳、由於該產業龐大，廠商數量也極為可觀，由於絕大多數的廠商規

模不大皆為五十人以下的員工，且經過經濟部選定的重點廠商作

為培育輔導對象，因此本研究將包含該些重點廠商與規模較大者

為主，因此將捨棄絕大多數的規模較小公司，恐也會影響日後回

收該問卷時之信、效度問題。 

參、地方經濟發展主要是透過產業的多樣性發展、人力資源培育、地

方共識之凝聚等多種策略與手段，以達成地方居民就業增加、產

業發展、及生活品質提升。因此對於台中縣、市政府的評量標準

上將針對相關歷年財政、工業指標數據等作為判斷依據，然而財

政上並無特別區分產業類別之貢獻程度、工業產值等類別區分，

因此恐難以達成確切之地方經濟發展影響。 

 

第四節  預期成果 

    預期能為台灣地方經濟發展政策尋找適合的互動模式，尤其是中部地區縣

市的發展模式，了解產業群聚可能帶來的經濟效果，包含直接與間接的經濟效

益，並且探討中部地區長期機械業的群聚成因與可能的優勢，以及日後發展成

為精密機械之高科技發展路線過程與趨勢，未來成為精密機械業群聚效應對於

該地方經濟發展的評估研究中少數而重要之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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