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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 

關心 Linux 在台灣的發展是筆者的重點，也是所有關心台灣未來發展者應該注意的焦

點。過去十年，我們在硬體 OEM 廠商的帶動下，台灣經濟有著蓬勃的發展並讓我們有舉世

稱羡的經濟奇蹟。那麼未來十年呢？本計畫旨在探討後 PC 時代，台灣資訊產業的春天似乎

不可避免與大陸糾結在一起。在一片 IA 潮流中，如何運用既有硬體的基礎，借著開放源碼

的特點，在兩岸 Linux 產業分工中延續台灣資訊產業的優勢。透過收集文獻與訪談資料顯示，

中國推廣 Linux 的力道與決心令人印象深刻，特別在與「非（或反）微軟聯盟」企業間的結

盟，以及跨國之間的共同合作，如中日韓三國製訂亞洲 Linux 的共同標準。相對而言，到目

前為止台灣政府方面還停留在宣示與討論，廠商方面投入的程度與規模還在起步與試探。展

望未來，在 Linux 產業這個部分，台灣可能會趨於被動乃至有邊緣化的危險。 

關鍵字：Linux, 資訊家電 IA(Information Appliance), 開放源碼軟體 OSS(Open Sources 

Software) 

In the era of post-PC, IA and Linux are new jewels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y are also a 

possible “exit＂ of Taiwan＇s PC industry. Linux is a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it serves whoever 

controls it. The more you control it, the more you control your business. Though Linux giv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of Taiwan, we must take the advantage and not leave the OEM 

manufactory behind. The combination of Linux and hardware vendo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Now, China is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Linux industry, especially, 

they are more active and aggressive than Taiwan. The attitud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re important. 

Their Linux development plans include : following LSB(Linux Standard Base), participating LI18NUX, 

and cooperating with other Asia nations such as Japan and Korea. On the other side, Taiwan is still 

waiting and watching. Time flies. Somehow, our dream of Linux industry may realize by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Keywords：Linux, IA(Information Appliance), OSS(Open Sources Software) 

二、 計畫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延續作者於 2001 年的田野調查活動。作者曾對台灣廠商從事基本調查訪談，本

研究就是以現有的了解為基礎，並接續目前的研究，以擴大對兩岸資訊產業情境的認識。本

研究透過台灣廠商的安排，例如：在台灣代理大陸產品（如紅旗 Linux）或與大陸有代工關



係的廠商，赴大陸實地了解目前已在大陸投資的 Linux 相關廠商以及與台灣廠商已有合作關

係的大陸企業，並建立台商 Linux 產業大陸經驗的基本了解。為求順利完成研究，除了利用

台灣相關研究單位的圖書館（陸委會、政大國關中心等），收集文獻報刊資料外，同時赴大

陸進行實地的田野觀察訪談。事實上，以上相關問題不大可能單從文獻資料得到滿意的答

案。唯有藉助實地訪談和現場觀察，才能得到可靠訊息，並且透過分析，最後獲得滿意的答

案。因此，計劃主持人於 2002 年夏季赴大陸上海、蘇州等地，進行 2 個半月的田野調查研

究，對適當且具有代表性的廠商進行訪談，並取得相關的田野調查資料。 

三、 結果與討論 

目前 Linux 主要在極大與極小的應用領域1中佔有率不斷提高。據 IDC 的統計，2003 年第

四季，全球伺服器市場 Linux 的出貨量約 25 萬台，比 2002 年增長了 53%。並且針對 Linux：

「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這個主要缺點，開始有了整合與改善的實質進展2。而 2002 年

五月三十日，全球 Linux 市場中，所謂「非 Red Hat 陣營」的四大廠商：Caldera、Conectiva、

SuSE 和 TurboLinux，正式宣佈 UnitedLinux 組織的成立3，未來將針對全球企業用戶，共同開

發單一 Linux 核心的作業環境。另一方面 Embedded Linux Consortium(ELC)宣佈推出內嵌 Linux

的統一標準，可用於手機、網路路由器及其他電子裝置內，ELC 由知名廠商如 Red Hat、IBM、

MontaVista 所組成，制定規格可令開發過程更穩定，增加廠商的興趣。有關規格名為 ELC 

Platform Specification，若以此規格生產，客戶可以有更大的自由決定改用其他廠的兼容軟體。

目前 NEC、Sony 使用內嵌 Linux 生產電子消費品，而 Motorola 宣佈在手機上使用 Embedded 

Linux，並於 2003 年正式上市。 

2002 年，中國市場的 Linux 軟體銷售額為 630 萬美元，而據估計中國的 Linux 軟體銷售

額將以每年 40%的輻度增長。但中國政府及企業也已經意識到缺乏統一、標準的 Linux 開發

環境，將無法真正建立起獨立自主的軟體產業。因而，2003 年底，中國信息產業部啟動了所

                                                 
1 傳統上區分為伺服器應用領域、桌面應用領域以及嵌入式應用領域三個部分。Linux 被認為主要在伺服器與

嵌入式應用領域兩個部分較有發展潛力。 
2 一方面以往，雖然 Linux 採取開放原始碼，但各家版本仍略有不同，在測試及認證時，必須針對不同廠商的

品牌及版本進行測試。硬體及軟體廠商在開發產品時，也要考量不同廠商、不同版本的相容性，相關應用軟體

開發商不敢任意押注某一版本的 Linux，限制了應用軟體的發展。 
3 UnitedLinux 是針對企業用戶的需求開發一個應用標準，並通過各種軟硬體平台認證的 Linux 版本，藉此得以

加速 Linux 在企業應用的普及程度。同時，也提供各種語言版本的安裝，包括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德

文、法文、日文、韓文等。 



謂「Linux 公共開發平台」項目4，並將與日本、韓國共同推 Linux 作業系統的研發與相關標

準的建立5。概觀全球 Linux 市場，RedHat 雄霸北美地區，德國的 SuSe 則穩佔歐洲第一把交

椅。而在亞洲則無論從實力或規模上看，都沒有一家 Linux 企業能與 RedHat 或 SuSe 相匹敵。

因而中日韓三國合作開發 Linux，絕對有助於亞洲 Linux 市場的快速發展。但是，台灣 Linux

廠商的商機與未來發展的前景何在呢？ 

基本上，台灣是在全球 Linux 風潮下進入這個領域，再加上軟體業的傳統弱勢，在 Linux

平台上一樣幾乎是以美國的 Red Hat 為主要模倣的藍本或開發的平台。系統廠商在 RH 的基

礎上改良，將系統最佳化並加上中文化及管理界面，就成為可以賣錢的產品6。當然，這也讓

有些公司深切體會到掌握更深入技術的重要性，然而要想開發一套台灣的「公版 Linux」，不

僅技術上面臨困境，在與世界接軌上也會產生問題，推動上也有許多在地的阻礙7。而我們在

訪談的過程中也看到，廠商們的確也認為 Linux 是台灣資訊產業的一個機會8。因為 Linux 是

開放源碼，所以有利於廠商重新擁有自主性，並有機會轉向新的可能（如 IA）。但這樣的機

                                                 
4 基本上這個 Linux 公共開發平台的標準還是按照 LSB(Linux Standard Base)的標準，目的是為了與國際接軌。

並別研究、分析 LI18NUX-2000 規範，同時考慮 Linux 國際化與中文處理部分。 
5 中日韓之所以聯手研發 Linux 的共同基礎就在於：三國政府都不太希望政府中的電腦與網路過多地依賴

Windows 系統。無論從安全方面，還是從防壟斷或發展自主資訊產業等方面考慮，中日韓三國都有理由擁抱

Linux。 
6 台灣的資訊業者選 Linux 為平台的主要動機是：(1) 可以自行修改，因為在 IA 端客戶需要的是產品有差異，

而非大家長得一樣；(2) 毋需授權費，因為 IA 的價格已經非常低，任何小節省都有大用處；(3) 可以掌握開發

時間，因為在開放的架構下，大部份的解決方案都可以在網路上取得（有些甚至是免費的），若必須自行開發，

只要有能力，時效上也完全可以自己掌控；(4) 最重要的是，Linux 幾乎是完全 ready 的作業系統，許多公司的

週邊設備都有 Linux 的 driver，這讓 Linux 與其他嵌入式 OS 有幾乎一樣的立足點幾乎一樣，如此，軟體開發商

能夠使用的資源大幅提高，Linux 才有機會一拼。 
7 直到 2003 年底政經濟部工業局在諸多考量之後，啟動為期二年、預定長達五年「自由軟體產業發展計畫」，除了擴大自

由軟體及 Linux 的宣導之外，也成立 Linux 測試認證中心，藉由減少企業在 Linux 系統上軟、硬體不相容的困擾，以增加企

業採購的興趣。但在與國際發展狀態上相比，時間上似乎已經晚了，力道上也稍嫌不足。 
8 有些硬體大廠也看到這樣的機會，他們另外成立子公司專門從事 Linux 的研發。這些子公司的利基在於：資

金充足，且有硬體立即可以完成機器原型，更重要的是，母公司既有的市場行銷管道及市場經驗，讓他們對市

場較有把握，也比較沒有資金的壓力。因此，他們可以在較沒有壓力的條件下，資金寬鬆、成本較低且又有豐

富的市場訊息，逐漸且無痛的轉型成為 IA 廠商。然而，一般純軟體公司對此都有保留。因為，(1) 硬體公司與

軟體公司的文化風格相差很大，軟體公司重視的是個人創意與自由的工作氛圍，有些軟體工程師就是不能適應

朝九晚五的上班文化。(2) 硬體公司就是在 PC 走不下去的狀況下才轉型，PC 的經驗對 IA 市場的幫助值得懷

疑。(3) 最重要的是，違反軟體與硬體的分工原則，當一家公司要「軟硬兼吃」會引起其他公司的抵制，因此

硬體廠的軟體子公司會成為公司專屬的研發團隊，無法擴大市場。但是，基本上廠商們都同意當其他國家也都

在努力向前衝時，Linux 對台灣可能的啟發與貢獻應該有以下幾點：<1> 未來發展必須立基在現有基礎上：我

們不可能完全放棄現有的硬體優勢，所有發展必須與現有基礎關連，如發展生物晶片。<2>軟搭硬：新的可能

性必須要能進一步掌握關鍵技術，這方面，目前能提供足夠資源且已經具備市場價值的就是 Linux。如何在開

放源碼的基礎上，對現有硬體做加值，只有自行研發附加價值高的軟體，才能確保獲利率。<3>從跟隨標準到

制定標準：在 Wintel 架構下的台灣資訊產業，基本上是以便宜的代工模式獲利。規格的制訂、標準的確立，事

實上與台灣廠商幾乎毫無關係。但是在 Linux 平台上，台灣的硬體優勢有機會提出自己的標準。如此才能繼續

保有可能的領先優勢。 



會，究其實，也是來自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影響，台灣的 Linux 廠商還是以 Red Hat 馬首是瞻。 

因而，當我們在上海實施田調的過程中發現：除了公司文化、工作態度的差異外，台灣

廠商面對大陸員工的狀況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首先，在上海，第一流的人才優先選

擇外資企業，如國際 500 強。台灣企業的吸引力不如想像中大9。其次，員工對公司認同感不

高，一有機會或自覺翅膀硬了，公司就成為員工的跳板。第三，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在風險就

是，所有生意必需現金交易，否則有成為呆帳的可能。台資原本就非資本密集，在中國融資

不便的條件下，資金壓力是非常大的。當公司沒有長期投資的打算或資本不夠雄厚時，鎩羽

而歸者大有人在10。而在中國的市場上，中國的主要 Linux 廠商也並不沒有將台灣廠商放在

同一個天平上衡量：代理權可以談，製訂標準甚至合作開發則仍停留口惠甚至隻字不提。簡

言之，就是以聯合壟斷的方式，將你拒斥於中國市場之外。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資訊產

業而言，進入中國市場，這是一條艱難崎嶇而又似乎是可望不可及的夢想11。 

四、 計畫成果自評 

首先，中國太大。計劃之初本想實地參訪：深圳、上海、北京、西安等地。因為作者七、

八年前曾多次前往中國，但一抵達上海（特別是埔東，以前還是一片荒涼）就被該地的變化

震懾。因而兩個半月都在上海田調，中間除到蘇州四天之外，就再沒有到其他地方。雖說對

上海有較深入的了解，但相對對中國的了解也有些片面。但此次的主要收獲在於認識：不能

將中國認作一個均質的地方。 

其次，在台灣人前往中國的過程中，必須將時間的因素考慮進來。依據文獻資料與訪談

心得，1990 年之前到中國的台灣人主要是跑單幫或富有冒險犯難精神者； 90 至 95 之間主要

是中小企業為主；95 之後則是大企業大進駐。聚集地也在改變。以上海為例，早期台灣人主

要集中在長寧區的虹橋機場一帶，現在則住徐匯區、閔行區發展。 

第三，前往中國的台灣人，已不能單純地直接等同於「台商」。在上海定居（指同時有

台胞證與居住證）的台灣人，不再是以資本家為主體的社群，相對的，「台幹」、「台勞」、「台

流」（台灣氓流），乃至我們這種短期往返的「台胞」，也都可以視為台灣人群體中的一個組

                                                 
9 有的受訪廠商甚至直接說：「中國根本不需要台灣經驗！基本上，他們是直接把台灣跳過去。他們的目光注視

著紐約、倫敦、東京，根本不把台北放在眼裡。」 
10 在訪談結束後的一年內，耳聞二家受訪者業已關閉在中國的公司。 
11 因而，現在本地 Linux 廠商的市場似乎仍回到台灣，甚至是以政府以及公家單位為主。主要賣點在推銷國家

安全，如 Secure Linux 計劃。 



成元素。這群以長江三角洲為集中地的台灣人，是一個總數近五十萬人的群體，應該是未來

我們研究兩岸關係的重要對象。 

第四、新移民者的困擾已經從原來的經濟面向，慢慢出現家庭、文化以及價值等面向的

過渡與適應的新問題。如：全家移居者小孩的教育問題，生活文化融合問題、政治國家認同

問題等。個人以為下階段必須了解的問題是：在經濟優勢（？）逐漸消失的過程中
12，兩個

實體面對面的接觸與交流，台灣所以自我認同的文化與價值，究竟會留下什麼？在與中國互

動時，那些文化與價值會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換言之，在兩個主體互動的過程中，雙方

相互的影響是什麼？我們只是被決定的嗎？我們能否更有主動性呢？最重要的，我們將成為

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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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赴大陸地區心得報告 

 

2002 年七月，再次來到上海。距上次來已有七、八年了吧。 

掐著時間坐空港巴士到中正機場，一晃眼到虹橋已經是七個小時之後的事。 

下了飛機，臨到真正要驗台胞證才突地想起國籍欄不知該如何是好，遲遲不想就這麼寫

PRC，這才發現原來心裡頭某些認同還是相當根深蒂固。認真想了想，我想寫 ROC，不過最

能恰當地保留自己的立場又不會增添無謂的麻煩的做法是什麼呢，後來國籍欄寫的應該還是

台灣吧，似乎真的要到了異鄉，才會發現自己的 identity 其實是非常 critical 的。 

在機場天黑著看不真切，呼嚕嚕拉著行李箱，上了的士除了車子破舊點其實還感覺不太

出來身在異鄉，一路過去只見霓虹閃耀，如果以簡繁體來區分業者是台商或陸資，那麼這還

真是個台灣路。下了飛機直奔住處，萬科城市花園，一個在上海西郊有著小橋流水人工湖的

優美住宅區，一開始朋友告訴我我住的地方他在地圖上找不到，還有點難以想像，這城市的

邊緣其實是一直往外延伸的。後來才知道上海住宅區綠地要有一定的比例以上，才能稱作花

園，可是那些書裡頭寫的里弄房子和大塊綠地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之後的三十天裡頭三天有兩天在社區對外的一間台灣小店打發，肉燥飯、炒麵、米粉湯、

蚵仔煎、珍珠奶茶、刨冰一應俱全還可以買台灣罐頭與從小吃到大的統一肉燥麵回家。也虧

這店讓我三十天裡幾乎感覺不到與其他台灣同胞心心念念的台灣味距離遙遠。 

對上海的剛開始的印象其實是在明亮的餐館與灰撲撲的馬路的對照中慢慢出來的，我們

坐著搖搖晃晃穿越大半個上海的 911 公車前往新天地，資料上寫著是對於老式里弄的保存與

改造。起初，我以為上海女人的橢圓形臉和上海的城市性格是緊密相繫的，總以為朝著這邊

想就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解答，那麼現在我對上海的觀察又該坐落在哪裡呢？ 

上海的落差不只是表面與內裡的，那種斷裂存在於許多面向，好聽是這裡有著各種檔次

的營生，滿足著各種檔次的需求，反面來說是一個上海卻有許多斷裂。簇新的建築群和老城

廂散發著潮濕氣味的弄堂，大塊的城市綠地與寫著拆字面臨動遷的密密麻麻頹圮房子，淮海

中路上一整列的名店時尚和方格屋子裡長長伸出的曬衣桿上的萬國旗；一個五毛的羅蔔絲

餅，一餐十幾二十甚至動輒上百元的麥當勞、Starbucks 和 Haagen Dazs，平均六七百的民工

工資和二三四五六千不等的企業工程師…這種落差並置的結果會把人的價值觀和人的慾望



與關於生活的想像帶到哪裡去呢。 

如果是要撿著說而不是流水帳式的回憶，那麼那個在 K 房的晚上其實是我很不想回憶但

是卻不得不承認真的是非常難得的經驗。金玉蘭，迷宮般曲曲折折的內部，每一扇門裡頭就

是一個場，一個主客權力互動而女性作為必須存在的觀者同時又從事著身體勞動的場域。除

了對人工之便宜（洗手間可以是許多個人的固定工作場所，每使用一次便清理一次）的驚訝

以外，比較多的是在那裡的遊戲規則，流程中挑選小姐，還要蓄意地洗個一輪兩輪，然後與

男客扮演暫時性的伴侶關係，檯面上負責炒熱氣氛招呼客人，當好配角，檯面下不同房間的

小姐在陪酒之餘偷偷地用手機傳著笑話簡訊，有趣的是除了相熟的媽媽之外可以幫你跑腿打

點細節的妹妹也是需要打通的環節，多數的時間不在唱歌（雖然那也是非常必要的點綴），

而是在酒量較勁上，而我作為一個圈外人無法適用那樣的遊戲規則的時候，會有別種方式（學

長身分、在上海打滾很久、「以後需要工作儘管來找我」…）來告訴你他才是裡頭最有辦法

的。裡頭集體對集體的互動因為我實在太天兵，原本許多不成文的規則（尊卑上下藉由瑣碎

的行動和互動來彰顯）都因為這樣而被打破，不懂場域的遊戲規則其實也就等於是整個團隊

的評價下降，在這個場域中的評價並不是孤立的，而是與你在其他領域中的評價有所連結/，

可轉換的。只是男性休閒交際的這一面，卻也不能等於商場互動的全體。 

比較有心得的其實是台灣人的歧異性和他們的認同問題，而他們跟我們的關係又是什麼

呢？ 

台灣人在上海，有分期，也有很大的異質性。其實多跟幾個人聊，他們也都有自己的一

套想法。最簡單的是開放前 93-95 年、98 年前後、2000 年之後。據說從匪類跑路的、灑錢玩

女人的，到 98 年後中小企業漸漸過來，2000 年又是一個轉折，來的是所謂的都市服務業和

高科技產業（不過 BenQ 93 就在蘇州探路了），而從散兵游勇、早期公司還要提供額外福利

才肯過來的二軍，到現在上陣的幾乎都是一軍。 

在那邊的存活率不高，而能活下來的，全都有兩把刷子， 雖然也常常聽見台灣人吃台灣

人的例子，而真正成為台流的雖然時有所聞但是實際上不太有機緣能夠遇到，可是至少我遇

見的都是很努力很值得尊敬的台商。 

不同的法令規範，不同的思考邏輯，不同的商業文化和價值觀，對大陸人來說所謂的正

常是台灣人料想不到的陷阱。整個來說是一種對於所處狀況無法控制的不安全感，和對於未

來難以預測的不安定感。除了求生存，還要在局勢流變中保持自己的特殊性，這些環節，都

關涉到自我認同，也關涉到競爭力的問題。 所以台灣人這個圖像的操弄與定義變得非常的



critical 而 essential。 

當他們因為經濟的因素遷移到上海，有沒有辦法在這樣的場域中取得相應的階級地

位， 有沒有足夠的經濟、文化或是政治資本讓他們不僅僅是消極的適應， 甚至是積極地去

轉化不利於己的環境？ 此外他的資本也影響著他與怎麼樣的當地人相處互動。 這都使的台

灣人對於 local 的人的看法有著某種衝突斷裂。 

資本高的，順利地和 local 高階族群接軌，享受到的是尊敬與處處便捷的服務， 接觸到

的是重點大學畢業的優秀人才，聰明犀利肯衝肯拼。資本低的，在上海社會沒有辦法直接地

與原有的階級作接軌， 同時他的產業所需要、吸引的人力的素質也相對的低，而他也比較沒

有與當地社會制度作斡旋的籌碼，自然影響了他對於 local 的評價。 這些在地化的問題，以

及對於未來的想像，其實也和他們對於下一代的學習是扣連在一起的。台灣人所謂的競爭力

除了國際觀，語言能力，還有待人處事的學習以及台灣人的價值觀，其實又可以因為所著重

的部分不一樣而與家長本身的條件（學習歷程、信仰的成功模式、所擁有的資本）作連結去

更細緻地討論，從他們認為下一代究竟該學習什麼，才是有競爭力才是能存活的關鍵，作為

一個勾勒出他們的認同的起點。 

進一步的分析或許需要更細緻地去討論各種資本間的合力或是轉化，而女性觀點或是都

市服務業其實還有待進一步的了解。台商媽媽們為什麼要去大陸，她們對於家庭的想法或是

對於自我的規劃，以及她們與其他人的連結，落到上海這一塊土地上的時候，究竟發生了什

麼事？以年輕女性為多的都市服務業，她們的上海生活或是生命抉擇與男性的差異在哪裡，

他們會在多大程度上在地化，或者只是跟著自己原本習慣的生活方式走，那麼當這群正值適

婚年齡的白領女性面臨交友問題時，與因為家族企業而來的台商女性、台籍白領男性有什麼

不一樣呢？他們對於婚姻、生活的想像會因為在上海而有什麼不同，還是這樣的問題其實並

不是重點，而人生追求的重心隨著工作場景的挪移而有所轉換？ 

我自己，終究是個外來者， 即便能坐公車就坐公車，不能坐公車就坐地鐵，不能坐地鐵

才打的， 但仍然過著一種與當地社會一般狀況剝離的生活， 你可以體驗，蘸一下醬油，但

是終究你的感觸不會比親身俯仰其中的人們真實。 充其量只能說你比較能夠想像那是怎麼一

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