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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楊家彥

球區域經濟正迅速整合，我國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的困
境，在拓展對外經貿關係的腳步始終緩慢，而在全球區

域經濟整合的熱潮下，我國產業面臨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
其中於2010年已簽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象徵兩
岸經貿自由化已然啟動，臺灣和中國大陸市場將持續進行雙
向開放，雙方的商品服務均可藉由貿易與投資活動而相互流
通；對臺灣而言，一方面市場商機擴大，另一方面市場開放
後的壓力與挑戰也更為激烈。對此，臺灣產業結構需要更積

曾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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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道路更加崎嶇難行。未來數年之內先進經濟

此，掌握新趨勢、因應課題及未來發展方向，

體復甦腳步將甚為遲緩。

將是臺北市引領中小企業共創新一波榮景的

聚 焦 臺 北

雖擁有更多的機會，卻也面臨不少挑戰。因

另外，過去二十年間的全球經濟結構有了

關鍵。

相當的轉變，以中國大陸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對

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

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不斷增加，成為全球經濟

（一）全球經濟版塊由東向西轉移，亞洲新
興市場重要性迅速提升

年新興經濟體GDP占世界經濟比重37%；隨著
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提升，2016年將超過世界
經濟的一半，其中最主要的成長動能來自於亞

政府債信岌岌可危，無法迅速創造所得提升機

洲新興經濟體，預期2016年GDP占比增加為

會，只好持續維持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以爭

30.2%。

取更多的復甦時間。然而，全球資金氾濫所導
致的物價膨脹威脅，則使得原先顛簸的經濟復

因此，隨著全球經濟動能由西向東轉移，亞

不過，兩岸簽署了ECFA後，象徵兩岸經貿

洲新興國家的內需市場反而呈現生機勃勃的現

自由化已然啟動，臺灣除了有短期有限的關稅

象；舉凡經濟快速成長、中產階級快速崛起、

減讓效益，也有中長期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

龐大人口的內需市場所衍生之商機，這些均可

便利性與機會平等，有利臺灣持續拓展對外經

望成為我國中小企業的新成長動力來源，也是

貿關係，例如2010年兩岸簽署了ECFA後，同

我國中小企業可積極拓銷的目標市場。

年8月新加坡即宣布與臺灣進行經濟夥伴協議
(ASTEP)共同性研究，有助臺灣經貿觸角延伸

（二）兩岸ECFA簽署啟動我國區域經濟整合

至東協國家，目前臺星ASTEP已進入實質談判

新局，同時有利中小企業因應發展利

階段。另外，兩岸經貿進一步自由化之後，臺

基價值定位

灣中小企業應有更多機會發展利基價值定位，

中國大陸2010年的經濟規模達到39.7兆人民

如華人市場創新商品與服務的試驗基地、外資

幣，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特別

企業經營大中華市場最佳合作夥伴，以及國際

是未來在「十二五」帶動下，中國大陸的產業

製造價值鏈的資源整合者等。

實力將有明顯提升，同時內需市場可望大幅成
長，促進中國大陸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

（三）國際新市場潮流與趨勢

市場」。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提升，我國

1.數位經濟趨勢與商機

中小企業面對的市場商機變大，面對的市場開
放競爭卻是一大挑戰。

隨著軟硬體設備在這二十多年來的迅速發
展，網際網路不但頻寬愈來愈大，傳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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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先進國家政府普遍財政政策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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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重要引擎。根據IMF的資料顯示，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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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來愈好，日益降低的使用價格也使得網際

土地、地上建築、設備設施、軟體（人力、顧

網路愈加普及。另外，網際網路的普及逐漸改

問、服務／管理系統等）等。舉例而言，服務

變現代人的生活習慣，從行為模式、工作方式

商機如輔具租賃服務、智慧型醫療監控服務、

到生活型態無一不受影響，新的商業模式也應

訪視照護、日常生活服務、緊急通報服務、日

運而生，食衣住行育樂等活動幾乎都能透過網

間養護、短期養生照護等，而設施供應商機則

路上來進行，各種網路服務與社群發展日益興

如建築設計、景觀設計、家具與室內設計、工

盛，相關趨勢與商機也成為主流市場與產業發

程建設、環境控制系統、輔助設備、復健與預

展焦點課題。

防照護設備、運動休閒設備、醫療設備器材、

2.人口老化趨勢與商機
人口高齡化趨勢將改變民間
消費行為，造就了許多新市場商

IT設備、安全及保全系統等。我
國中小企業靈活調整的優勢，非
常有利於發揮多元差異化條件，
掌握前述人口老化商機。

機、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包括

3.綠色市場趨勢與商機

面對全球經貿發展的新趨勢，我國中小企業

目前國際組織和國際大廠對貿易商品的生

有更多的機會，但也有更多的挑戰；另外，全

產和銷售更訂有各種「綠色標準」加以規範。

球因人口結構變化、科技進步等衍生的前瞻市

各國也開始思考如何協助企業綠色供應鏈之限

場趨勢，帶來新興需求的商機無限，其中不少

用物質、製程、管理制度、法規或綠色環保議

是衍生的新服務業，對於多元創新能力的中小

題相關之品質、環保及安全等問題進行診斷及

企業而言，是成長茁壯的良機。全球經貿的新

諮詢輔導。因此，對國內產業發展或企業經營

發展帶來新商機，但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壓

而言，綠色供應鏈體系示範輔導、新指令輔導

力，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需要有更強大的競

模式建置、綠色供應鏈管理資訊交流推廣與人

爭力，才能在新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員培訓等，都將關係到今後對外貿易的發展空
間。而國際綠色市場趨勢的發展，也衍生不少
服務商機，例如從B2B的服務角度來看，綠色
建廠、節能顧問、廢棄物材料處理等服務需求
將會逐漸增加。

然而觀察我國經濟發展結構，近十年民間消
費比重縮減、貿易餘額比重遽增，顯示臺灣內
需市場消費力道有限且無明顯成長。由於內需
市場有限，企業為了成長、擴大規模，發展國
際市場是必然的趨勢。但就國際市場發展及資

臺北市服務業與中小企業的任務與課題

源投入而言，臺灣明顯仍以製造業為主，服務

（一）面對全球經貿發展的機會與挑戰，我

業發展的腳步及資源投入比重仍有待加強，顯

國產業結構及升級轉型需要加快調整

示我國高度依賴製造業外貿的產業結構確實有

的腳步

必要進行適度的調整與轉型。因此，面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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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需要加快調整的腳步，以提升臺灣產業的
競爭力。

（二）以服務業為主的臺北市，是帶動我國
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力量

（三）臺北市中小企業的多元創新能力將是
促進服務業發展的關鍵

聚 焦 臺 北

經貿發展的機會與挑戰，我國產業結構及升級

數十年前臺灣「經濟奇蹟」的主要貢獻者，
即是臺灣廣大的中小企業，挾其顯著的勞動成
本優勢與靈活調整彈性，創造出所得提升、就
業機會與所得分配甚為平均的良性發展。但是

主的臺北市，是帶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
力量，根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之資料，截

企業家數占總企業家數的70.4%，而服務業資
本額占總資本額的69.1%，顯示臺北市的產業
結構以服務業為主，而產業結構的重點方向之

過去的成本競爭優勢
已然消失，取而代之

中小企業共創榮景

至2011年底臺北市公司登記現有家數，服務業

近二十年來隨著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我國

的是中小企業多元差
異化與創新競爭。經
過數十年的發展及淬
鍊，我國中小企業的

一是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競爭優勢依然存在。因此，在我國提倡「富民

2.供給競爭力

經濟」為主軸的方向下，未來面對全球區域經

• 國內對於服務業的創新政策工具多元化程度

濟整合的強大競爭壓力，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
已成為至為重要的核心課題，而且對於結構調
整、升級轉型的任務仍扮演關鍵角色。

有限，使得服務業創新發展受限。

• 臺灣優質產品具有國際發展潛力，但中小企
業大都較缺乏品牌行銷能力或是專業人才。

• 中小企業擴大營運規模或拓展新市場時，面
（四）服務業發展的課題
一般而言，服務業發展可能面臨的課題大致
可分成四個層面，分別是市場需求、供給競爭
力、國內經營環境及服務貿易發展，對於以服
務業為主的臺北市，必然要面對及因應相關的
課題。

臨提升知識管理、標準化與模組化之需求。

3.經營環境

• 政府對於產業發展的思維，多以管制思維為
本位色彩，使得跨部會協調效果無法彰顯。

• 投入服務業發展的資源比重待提升且應更多
元化。

1.市場需求

• 部分法規限制大，影響產業創新與商業模式

• 國內消費能量有限，為擴大國內市場需求，

的發展以交易支付工具為例，在韓國的便利

則有待引進外來活動人口，但要有完善相關

超商內可以直接使用手機進行結帳，我國則

配套措施。

受限於金融法規而無法使用。

• 海外市場的開拓，各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程度
不同及文化差異性，故有不同的商機課題。

掌握關鍵

對於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以服務業為

• 服務業智慧財產權申請、認定不易，智財相
關保障不足，影響服務業者創新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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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設計、綠能環保、文創等重點服務
業，缺乏跨領域的專業知識人才。

• 國際化不足、法規限制及缺乏完整配套措施
等因素，導致不易吸引國外高階人才。

• 服務業資產多為無形資產為主的特性，傳統

資訊。

• 臺灣服務業缺乏對高階管理人才的培訓及延
攬，不利海外市場的拓展。

• 中小型業者普遍缺乏資金及國際業務人才，
不易建立國際市場通路。

資金融通管道無法全面滿足服務業者的融資
需求。

4.服務貿易發展

柏林科技創業發展案例
柏林是全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的首都，近期

• 海外市場的准入規定、智財保障、仿冒、交

由於有效吸引各國創意人才及團隊進入，成功

易風險等非關稅貿易障礙，增加業者拓展市

發展科技創意產業，被稱為「歐洲新矽谷」。

場的難度。

事實上，柏林於1990~2000年期間，由於工業

• 我國服務業多為中小企業，不易完整搜集海

崩潰，失去大量工作機會，政府為了挽救，過

外市場最新情況、法規限制、經貿情勢等

度舉債開發建設，仍面臨大量人口外流，導致

閒置辦公空間過多，2001年時政府負債嚴重，

招商，僅扶植微小型企

幾乎接近破產。直到2004年時，該市政府在確

業的發展，國際大企業

認創意產業及數位科技為柏林優勢後，提出跨

及創投資金自然就會進

界融合的政策定位。從2004年至今，柏林政府

駐，進一步帶動創意產

除了深入了解創意產業的發展需求，同時推出

業的發展。基本上，柏

風險投資基金及創業輔導計畫等政策，成功推

林政府並沒有做太多事，反而是花很多時間在

動柏林創意產業的發展，2010年時創意產業總

聆聽這群創意人才的需求，形成數量不多但有

產值占柏林GDP的26.82%，其中創意產業公

效的政策，才能創造適合的環境，讓事情順勢

司種類和人均專利數都高於英國倫敦。而該市

發展。柏林成功發展科技創意產業的重要因素

政府成功推動創意產業的結果也使得經濟快

說明如下。

速成長，近五年GDP的平均成長率是德國的

• 低成本的辦公室硬體設施，如利用過去過度

三倍。

開發的閒置設施，並非重新打造大型園區，
因為新網路經濟創業的地點不是問題，「人

綜觀柏林成功的關鍵，主要是靠一群新網

才」才是重點。

路經濟的創業家，由於APP（應用程式）的創

• 開放多元的人才，目前柏林約有四分之一的

業風潮，讓這群有創意的年輕人只要有電腦和

人口是來自190個不同的國家，其政策如工

網路就能創業，在這樣的科技進步趨勢下，柏

作證的簡化。

林政府經由打造適合發展的環境，讓這群創意
人才願意留下來，不刻意針對國際大型企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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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跨界領域的人才，例如讓科技學校和藝
術學校可以跨校選課。

例，本文提出臺北市中小企業的發展策略思維

都能在柏林實現，因此2010年時柏林居民成

或方向。

功創業的比例是全德國最高。

（一）打造臺北成為提升生活品質的創新試

• 提供條件寬鬆的微型創業貸款，任何人不分
國籍都能有一次的機會，向公股銀行貸款到

驗場
中小企業優勢在於多元的創新及差異化能
力，加上臺北市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程度高，而

宣布破產也不用還錢。

且生活型態多元，接受各種創意程度高，有助
於成為提升生活品質的創新試驗場。然而，要

議方向如下。

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其中小企業的發展扮演

1.釐清臺北市發展創新試驗場的優劣勢及成功

關鍵角色，因此綜觀全球經貿發展趨勢、服務

關鍵：例如經由研析我國創新成功案例的臺

業發展課題，同時借鏡柏林科技創業發展的案

灣元素為何，以掌握創新的優劣勢及關鍵。

2.掌握產業發展及創新科技應用趨勢，發掘有

隊或自由工作者大都是在同一工作環境下，

發展潛力的新商業模式：多數新興產業的發

例如共同工作室(Co-Working space)，在同一

展必然與創新科技應用有關，進而產生新的

場所工作，除了可以交流創意外，也可以將

商業模式，若能同時掌握產業發展及創新科

部分工作外包給其他團隊或自由工作者，共

技應用趨勢，將有助於促進新商業模式的

同爭取新案子。

產生。

（二）強化國內早期創業能量，加速新創事
3.打造跨領域結合的人才、解決跨領域的法規

業的發展

障礙，提升創新環境與效率：跨領域的結

從企業的生命週期觀察，早期創業是相當困

合，是促成新服務或新商業模式出現的重要

難的發展階段，由於創業知識、經驗及能力的

關鍵，除了人才的提供外，另外是國內部分

不足，導致初期創業就存在極高的失敗風險。

法規限制較大，導致產業創新與商業模式的

由於失敗的高風險，也讓國內的早期創業存在

發展受阻，無形中降低產業競爭力。故政府

投入資源少及環境不成熟等問題，未來發展方

應適時鬆綁部分營業項目，制定相關配套措

向如下。

施，有效提升創新環境與效率。

1.完善新創事業支援措施，協助有潛力的創意

4.提供適合不同創新團隊或自由工作者易合作

商品化及事業化：臺灣雖然有諸多的創意在

的環境：觀察柏林科技創業發展的案例，可

全世界設計大賽中發光發熱，但離創意商品

以發現其中成功的關鍵之一，是不同創新團

化及事業化仍有一段艱辛的路要走。若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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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共創榮景

最後，以服務業為主的臺北市是我國產業

成就為提升生活品質的創新試驗場，有幾點建

掌握關鍵

約新臺幣100萬元的創業基金，而且失敗後

中小企業發展的策略思維

聚 焦 臺 北

• 成為創新實驗場，各種不可思議的創意點子

聚焦臺北

加完善新創事業支援措施，將有助於國內創
意的商品化及事業化發展。
2.創業保障制度有待加強：多數有創意的人不
敢創業的原因之一是害怕失敗，反應了國內
對創業失敗的保障制度有待提升。例如從德
國柏林的案例可發現，政府提供每人一生都
有一次失敗後不用賠錢的優惠貸款。

（三）改善服務業的融資環境及健全中小企
業的財務體質
目前服務業的融資環境較不友善，而中小
企業也因規模小、財務知識不足及財務體制不
健全等問題，導致融資不易。因此，改善服務
業的融資環境及健全中小企業的財務體質，才
能有效因應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轉型的挑
戰，相關建議如下。

3.整合學校與大企業資源，強化青年創業家的
培養：若能結合學校既有資源（創業者、育
成中心）和資源豐厚（技術、資金、經營管
理經驗等）的大企業，將有助於青年創業家
的培養，並加速新創事業的發展。

1.改善服務業的融資環境：因服務業的特性，
公司資產多屬於無形
資產，有形擔保品較
低，使得服務業面臨
更高的借貸障礙。

2.健全中小企業的財務體質：依據經濟部調

1.整 合 民 間 或 法 人 資

查，有七成以上中小企業請求政府協助財務

源，協助零售業者提

問題。細究中小企業資金融通困難的原因，

升後臺供應鏈管理能力。

主要在於其規模小、信用不足，不易籌措資
金，加上部分業主融資觀念不正確，無財務
管理規劃觀念，未建立完整之財務會計管理
制度，導致融資更不易。

（四）若要協助服務業發展，其創新政策工
具應多元化
由於服務業的創新活動常為非技術層面，
與製造業大不相同，因此在申請補助上較困
難，政府創新政策工具應更多元化，才能協助
服務業發展，如補貼、創投、融資協助、人才
培育、海外人才招募、跨業聯盟等多元化協
助。而不同服務業別具有不同創新強化重點，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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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多元化政策工具，協助中小型物流業者
的IT應用與系統建置。
3.補助餐飲業者導入經營、服務流程標準化
系統。
4.提供平臺促進業界與學界進行創意人才培育
的合作計畫。
參考文獻
1.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2.楊家彥(2011)，「服務業產業建言書：服務創
新」，全國商業總會。
3.楊家彥(2011)，「審視變遷新局，整備中小企業
應變能耐」，2011全國中小企業發展會議。
4.劉致昕(2012)，「旱地新矽谷」，商業周刊，第
1272期，4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