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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這個計畫的目的在於一方面針對廠商的生產性行為，利用時間空間雙重面向加以
分析，並整理整合相關理論；另一方面則是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中積體電路工業
為例，探討在實際案例中，如何以此架構分析高科技廠商與工程師的行為。研究
的重點在於彰顯時空的雙重性──一方面時間與空間是最基礎的物質向度，因此
也是廠商或就業者可以斡旋運用的資源，形成其策略與生涯規畫；但同時，時間
與空間也是個體（包括廠商與個人）在行為與活動上必須克服的限制與障礙。正
是這種雙重性使得在像新竹科學園區積體電路垂直分工生產體系中的廠商彼此
之間協調整合──在時空架構中進行整合──的要求，變得更為關鍵，並構成廠
商互動學習的主要因素。而與此同時，高科技產業中的個別就業者，也經由其時
空路徑，尋求累積技術經驗與開創生涯的策略。

關鍵詞：時空雙重性、生產體系、互動學習、新竹科學園區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rough a time-spatial analytic framework, the
producer's strategies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Time and space is the fundamental
material dimension where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their collective agents) unfold
their activities. However, most social researches overlook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tend to build up model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abstract. Time and space is both a
resource and a constraint for social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firms and the employees
have to face a dilemma of time-space duality: to exploit the advantage of time-space
resource but to overcome barrier of time-space constraint. It is the resource of time-
space that enhances the flexibility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the production system
of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 the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owever, it is also that the constraint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mperatives among the production system has to be tack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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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計畫緣由與目的
時空結構一直是地理學及相關空間科學所關心與處理的問題核心。但有關時空結
構的研究，大部份仍停留在比較描述性的層次（如 time-geography)，或是偏向文
化─社會的詮釋取向（interpretative approach)，而較少是以分析的語言（analytic
language)來討論時空這兩個人類一切社會經濟行為的最基本物質向度，特別是用
來分析經濟活動中的生產體系，更是付之闕如。
而這種嘗試要將複雜經濟現象透過這兩個基本向度來分析，將有助於化繁為簡，
可以更扼要地掌握理論，並且更能掌握在複雜的生產策略背後的基本動力。就學
界目前對台灣的高科技發展的相關研究而言，本研究對於高科技廠商聚集在科學
園區的原因、動力的探討，將是先鋒性的研究，有助於釐清產業組織的空間動力
的形成與演變，特別是新竹科學園區如何由一個政府政策補貼的工業區，轉變成
一個具有產業成長動力的產業聚集，對於目前經濟地理與區域發展的研究所關心
的高科技產業聚集及擴散的問題，將是最佳的研究個案，本研究正可以就台灣經
驗部份，與相關理論對話，藉以增加理論的內容。
另外，透過經驗研究，本研究可以對科學園區的產業聚集的背後動力有釐清的作
用。將時間、空間、與廠商策略視為交互作用的因素，可以以更分析性的語言來
探討廠商的聚集或分散的演變歷程。這一方面可以對既有科學園區的發展前景有
所分析，也對於新的科學園區（如台南科學園區）的建立的可行性，應有政策上
的建議。

結果與討論
在針對新竹科學園區的積體電路廠商與工程師進行問卷與深入訪談後，我們審視
整個產業生產體系，發現垂直分工(vertical disintegrated)型態，相當有利於廠商在
面對技術產品多元化、講究時間作為競爭優勢的時代下的組織型態，得以快速反
應市場需求，衍生新的產品線與廠商，換言之，在產業的時間與空間資源上，具
有擴展增加的能力與效果。
除了具有快速進入市場的優勢外，垂直分工體系還允許廠商技術網絡的拓展，也
因此，有利於多元性的互動學習。這種接受外在於廠商的技術來源，透過與儀器
設備商、下游的承包商、顧客廠商，乃至競爭的廠商的交易互動或聯盟合作，得
以接收新的產品理念、製程改良，以及組織管理方式。這種透過廠商網絡互動的
型態，有利於廠商在技術學習保持較為開放的態度，避免鎖死(lock-in)在較為落
後的技術、製程或是組織方式。也因此，有利於在時間競爭上取得優勢（或至少
避免落後）。
此外，竹科的積體電路垂直分工體系，也形成了一個流動型的勞力市場。工程師
在廠商聚集的竹科內跳槽，因為資訊流通的容易以及社會網絡的作用，變得非常
容易找到新的工作，而形成了園區中的就業文化。這種流動型的勞動力市場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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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型垂直分工體系下的產物，而工程師的個人生涯不再是傳統對個別大廠商效
忠的型態，而是變成對於產業與技術社群效忠的型態，這也顯示出就業者透過跳
槽，積累技術與經驗，在一定意義上，是藉由時空策略，達到技術學習的效果。
然而，如同時間地理學所言，時間與空間不僅是資源(resource)，同時也是限制
(constraint)。當廠商或個人利用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策略，取得競爭上的優勢與學
習效果的同時，必須克服由於時間與空間的抗阻所帶來在溝通與協調上的問題。
這種在垂直分工的生產體系中，不同生產階段的廠商如何透過有效的溝通方式，
加以協調並整合，成為生產體系中互動交易與學習的關鍵。特別是在生產流程
中，有些上下游生產階段（例如設計與製造）在新的產品或製程出現時，經常需
要上下游間有緊密的溝通，而這種溝通的形式經常必須仰賴於雙方的技術團隊面
對面溝通與討論。也因此，有時廠商是以聚集的方式來解決溝通協調的問題，有
時，則是由其它地區（例如美國加州矽谷）的廠商派遣一組技術團隊到新竹來，
或是由本地廠商派遣技術團隊到其它地區去，密集有效的面對面解決產品開發或
新製程研發事宜。
而個人的生涯發展也一樣面臨來自時空上限制。適度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對於整體
產業有促進技術新陳代謝的作用，同時當跳槽員工流向上下游廠商時，這種流動
性有利於生產體系中的整合，而個人也在這種流動性勞力市場中獲得實現個人技
術理念與較佳報酬的機會。然而，過度流動勞力市場也將使得個別員工在特定廠
商的技術訓練中，無法有效累積技術，並且使得廠商不願投資在勞動力訓練上，
將影響整個生產體系的技術積累與研發。
最後，在理論的層次上，本研究也整理既有經濟地理學中有關廠商理論與生產體
系的理論，希望藉由時空架構能將當前許多複雜與看似矛盾的理論，加以整合，
並提出較由簡約的分析架構。

計畫成果自評
雖然有關時間地理學的研究在 1960 年代就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參看底下
的文獻），經過 1970 年代對都市結構、土地使用等面向問題有一些發展應用外，
幾乎在人文地理學中，看不到有繼續從時間與空間架構角度去分析人文地理現
象，而對於經濟活動中生產者與廠商行為的研究，更少由時間地理學的角度切
入，而本研究則是希望藉由理論回顧整理，以及對新竹科學園區高科技廠商的個
案研究，能夠將當前許多經濟地理現象，通過時間與空間這一人類行為的最基本
向度加以解析，在這一意義上，本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對相關廠商行為的研究，
有一初步貢獻才是。
當然，在研究過程中，也遭遇到一些困難，其中主要是對廠商發問卷時被拒，以
致回收率甚低，經過尋求科學園區管理局的協助，才有了第二次問卷，回收率有
到 25%，可作為分析的樣本。但即使如此，恐怕在樣本上仍有瑕疵，多半回答問
卷者為年輕的新手，在高科技產業中經驗較淺，較少有自行創業的機會與經驗。
另外，在廠商的訪談上，也經常無法取得想要訪問者的同意，以致延宕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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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建立經濟模型上，則是本研究仍力有未逮之處，還需要有更多對時間地
理學友興趣的同好，共同努力發展，本研究僅是提供一些初步的想法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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