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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陳厚銘

球二大國家競爭力評比機構之一的世界經濟論壇(WEF,
World Economic Forum)，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分

析其競爭力時，主張當一國的平均每人GDP超過1.7萬美元，
其競爭力的關鍵動能將由要素驅動、效率驅動，轉型為創新
及企業成熟度加以驅動，因此，評比過程將會給予此一構面
的相關主軸及指標較高的權重，以突顯其競爭力。自2007年
起，我國的平均每人GDP已超越此一門檻，就WEF的分析而

連科雄

言，2011年我國的國際競爭力評比為全球第13名，已連續4年
在此一名次上下浮動。就此一排名而言，我國表現優於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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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對手韓國（第24名），但多年來亦持續
落後於新加坡（第2名）及香港（第11名），
顯見我國雖然有競爭優勢，但亦有部分因素
僵固，以致我國競爭力不如新加坡及香港。臺
北市身為我國首都及最大都會區，同時，亦是
我國服務業最為聚集之處，不僅服務消費者，
亦服務生產者。因此，其創新能耐亦將影響我
國整體競爭力。我國企業98%為中小企業（注
1），在此經濟運作流程中，位居臺北市的中

全球服務創新現況
創新若化為企業經營，即意謂著對於產品、
流程、服務、組織運作及技術的精進運用，其
中，服務創新可鏈結整體三級產業，其所發揮
之功能在於提供其他產業創新服務，以提升其
經濟效能。同時，轉換其他產業的運作模式，
因而創造新的產業型態，使整體經濟更具生產
力及競爭力。例如，原本只進行商品零售的便
利商店業者，經由開發現煮咖啡之創新服務，

小企業如何發揮創新，進而提升臺

至今已創造年營業額達新

灣的競爭力，本文擬就此一議題簡

臺幣90億元。業者為提升

要分析。

競爭力，帶動更高等級之

咖啡機、咖啡豆、淨水設備、口味配方之需

務創新不僅是在於消費端，亦是在於對生產

求，同步使得三級產業皆得以發展創新。

端所提供的創新服務。依商研院(2010)研究發

另一方面，若將服務創新化為其對於三級產
業所提供的協助，則由歐盟執委會於其第七期
架構計畫(FP7,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所
提出之觀點，其可包含技術面、組織面、策略
面、商務面及作業面（表1）。

現，提供服務之企業應掌握以下重點，以使其
創新能耐得以發揮，包含對於創新關鍵資源的
掌控（如人才、資金、資訊、技術等）、組織
結構及流程的創新，以及外部網絡之建置及合
作。就全球之創新研發現況而言，製造業仍是
投入研發資源的主力，約占七成的比重，但由

由表1可看出，服務創新對於產業運作的重

於服務創新效能日益受到關注，各國政府亦漸

要性，深入至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因此，服

將其研發資源往服務創新方向移動，同時，亦

表1 歐盟FP7所揭示之服務創新的可能面向及服務項目
創新面向

可提供之商業服務

技術面

資訊及通訊服務、工程及設計服務、品質管控服務

組織面

管理及諮詢服務、審計及法務服務、人力資源服務

策略面

管理服務、行銷服務

商務面

會展服務、空間設計服務、直銷及售後服務、公關服務

作業面

語言支援服務、保安服務、訊息傳遞服務

資料來源：L. Rubalcaba (2011), Trends in Service Innovation. KNOWINNO第2次專家會議，以及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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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較強的次區域，亦普遍推動企業間的外

連結得以強化。例如，荷蘭所設立的Syntens

部網絡連結，以及資金與人才的供需對應，以

乃是透過公共資源進行企業創新網絡的連結，

使得居於其中的企業得以實現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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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相當資源，以促使中小企業間的外部網絡

其方式包含每年舉辦1,000場次以上的研討
會，以傳遞產業技術發展知識，並透過會議所

全球主要創新城市及其發展機制案例
創新可以提升一國的競爭力，而實現創新

求端產生連結。同時，其本身亦擁有約250位

的場域則是集中於都會地區，其多元的消費端

的中小企業經營之專業顧問群提供企業諮詢，

及生產端，使得在此實現的創新既要符合差

使得中小企業得以走向創新的經營模式。除了

異化，亦要具備系統化。在此，以丹麥哥本哈
根與瑞典南部Skane地區之間的

世界前茅的先進小國（如瑞

Øresund區域，以及美國西岸舊

士、瑞典、芬蘭、新加坡、

金山灣區為例，簡要分析其中推

丹麥等國），或是大國之中

動企業連結以實現創新的機制。

（一）Øresund區域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區域性組織所扮演

瑞典與丹麥分別為World Bank所評估的知

的功能加以分析。首先，就歐盟的預算配置

識經濟指數第1名及第3名的國家，兩國交界

而言，跨國界的區域得以申請發展資金補助，

之處的Øresund區域所發展的生命科學群聚

因而使得Øresund區域可依此原則取得運作基

日益茁壯。原本北歐之生命科學乃是以瑞典

金，以協助區域內的企業向歐盟申請研發補

斯德哥爾摩北方的Uppsala為中心，然而，以

助。再者，就丹麥的創新體系而言，除了推動

丹麥哥本哈根及瑞典Malmo為中心的Øresund

大學與不動產業及金融業設立科學園區，並與

區域，則是透過更為活躍的企業服務運作機

企業透過技轉以強化產學合作外，亦透過公私

制，使得此一產業的新創事業往當地聚集，

部門的合作設立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

而外國企業尋找合作對象及相關領域人才，

以創新公司的型式運作，並進駐至各科學園

亦傾向於先以Øresund區域為主，丹麥哥本哈
根在全球創新城市(Innovation City Ranking)
排名中位居第9名，目前聚集於Øresund地區
的主要生命科學企業包含AstraZeneca、Novo
Nordisk、Lundbeck、LEO Pharma、Ferring
Pharmaceutical、ALK、Dako等企業。
Øresund區域發展的關鍵因素，可從歐盟、

區提供具有研發能耐的新創事業資金協助。
同時，中央政府亦成立SEED Capital，協助研
究團隊將尚處於概念階段的創新發展為可商品
化的研發項目。另一方面，就地方而言，丹麥
的Copenhagen Capacity及瑞典的Skane Region
則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單位，雙方共同合作進
行，有利於前往當地發展的企業能綜合評估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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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以外，國家競爭力位居

服務業創新

伴隨的社交活動，而使創新知識的供給端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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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優劣勢，進而選擇其設點位置。此外，區

多的IC設計公司共同引導全球資通訊產業之軟

域的公協會亦扮演關鍵角色，包含負責區域優

硬體及系統發展。舊金山灣區在全球創新都

勢國際行銷及區域資源媒合的Medicon Valley

市排名中位居第2名，舊金山灣區何以能在不

Alliance、負責區域教育及校際資源整合的

到一世紀內，由一個農礦為主的區域，超越東

Øresund University，以及區域生命科學系所及

岸的128公路(Route 128)，成為美國及全球創

企業合作的BioLogue、CONNECT Denmark、

新事業的首選之地，主要為這些企業龍頭的發

CONNECT Skane等單位。

展策略、史丹佛科學園區所推動的產學合作創
業機制，以及西岸較為平等開放的氛圍，有助

（二）舊金山灣區

創業活動進行。除了內隱知識的在地化及結

舊金山灣區包含北邊的舊金山市以及南邊

構化，使得相關技術發展呈現在地依著(Local

的矽谷(Silicon Valley)乃是全球資通訊產業創

Stickiness)的特性外，另一個關鍵的角色則是

新薈萃之處，位處其中的Apple、Intel、HP、

連結一流人才與創投業者及提供社交場所的餐

Oracle、Yahoo、Google、Facebook，以及眾

飲業者，如酒館及咖啡店，這些能與相關知識

工作者及資金供給者對話的服務業者，亦是灣

及研發中心有30%位於臺北市、知識密集型服

區有別於其他區域的特色。

務業之家數35.7%位於臺北市，全臺有69.7%
的營業額來自於臺北市。此外，流入臺灣的

由以上案例分析可看出，創新能耐得以在此
一區域發揮，由跨國至跨區域、跨城市、跨組
織、跨業別的協同整合皆是關鍵，而非偏重任
何一方，卻強求整體得以順暢運作。

臺北市城市創新發展定位
臺北市的面積僅
占臺灣不到1%的

FDI有66.3%在臺北市投資、而新設外商亦有
64.7%以臺北市為根據點（注2）。由以上數
據可觀察出臺北市之發展居於臺灣的領導地
位。然而，就全球城市的評比而言，臺北市仍
有相當的精進空間，以使臺北市的創新能耐進
一步發揮，以協助在臺北市內發展的國內外企
業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因而帶動臺灣的整體
發展。

比重，但已發展成
為全臺灣的首善之

首先，若以與臺北市同處東亞區域的東京、

地，亦為國內外企

北京、首爾、上海、香港、新加坡加以比較

業聚集並發展創新

分析，由表2可看出臺北市相對表現仍有不足

能耐之處，例如，

之處。

國內外企業於臺灣
所成立的營運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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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臺北市除了在全國商業樞紐指
數勝過北京及上海外，在全球創新城市及全

聚 焦 臺 北

表2 東亞各主要城市之競爭力評比
全球商業樞紐
指數排名

全球金融中心
指數排名

臺北

100

22

27

東京

22

3

5

北京

53

57

26

首爾

28

9

9

上海

24

24

8

香港

15

6

3

新加坡

26

4

4

2011年排名
．發布單位：澳洲2thinknow智庫
．分析項目：文化資產、人力資源基
礎設施、市場連結

2008年排名
．發布單位：Master Card
．評估項目：法律及政治體系、經濟
穩定、經商環境、金融市場、商業
中心、知識創新與資訊流通、居住
環境

2011年排名
．發布單位：英國智庫Z/Yen Group
公司
．評估項目：賦稅、商業環境、人
才、經濟條件、基礎建設

說明

資料來源：2thinknow、Master Card、Z/Yen Group，本文整理。

球金融中心指數之排名皆居其他主要城市之

非中小型業者所能獨立負擔；就企業面而言，

後，且差距顯著。究其各自的評比項目，可看

由於服務創新的成果多為無形的商業模式及

出臺北市於全球創新城市之排名相對落後的

流程知識，難以申請專利保護，企業將會偏向

原因，在於其中包含市場網絡連結(Networked

模仿而非主動創新；就資源面而言，由於服務

Markets)的評比項目，反應在臺北市的評比

創新難以界定，使得業者難以就相關項目取得

結果是將臺北市視為Hub（軸心）而非Nexus

資金融通，同時，無形知識及社交資源乃是集

（傳動輪軸）。因此，臺北市欲提升其創新能

中於專業經理人身上，若未系統化為商情知識

耐應由拓展連結之方向推動，包含產學合作、

庫，則企業將缺乏組織記憶，而一再的重複投

異業整合、地方商業活化、創新與創業機制推

入資源以求掌握商機。面對以上幾個面向的問

動、國際連結、策略結盟等方向，本文試著分

題，應試著從跨國界、跨區域、跨部門，以及

析如下。

跨企業的協同合作加以協助，以促使服務業者
發揮其在技術、組織、策略、商務、作業等面

企業與政府協力推動創新之策略方向

向之服務創新。就臺北市而言，如何使得臺北

依商研院(2011)之研究，我國服務業創新所

市不僅是東亞經貿網絡的軸心，更是驅動臺灣

遭遇的挑戰主要在於以下幾個面向。首先，就

服務創新的核心，應是策略思維的主軸，在具

產業面而言，服務業之業者原本即是中小型業

體推動方向上，如上所述，除了推動企業間的

者，其創新能量及資源本已有限，面對由需求

跨業別、跨業者連結外，亦可試著由以下幾個

推動的服務業創新，其所需要投入的市場研究

發展趨勢導引資源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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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創新城市
排名

服務業創新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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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結合臺北市無線首都、智慧城市的

第二，藉由臺北市較中國大陸沿海城市先行

發展規劃，吸引管理顧問及物流服務業者以臺

5~10年的生活型態所發展出來的服務項目，推

北市各交通節點為核心發展商情知識總部。

動臺北市成為連鎖加盟企業的總部首選之地。

對此，臺北市的發展優勢在於相較於東京、首

對此，兩岸的連鎖加盟企業雖然在發展模式上

爾、新加坡，臺北市具有華語文及臺商總部的

有所差異，中國大陸的連鎖加盟動輒數千家，

先天優勢，而相較於上海、北京，臺北市則是

然而，其服務品質的管控存在結構性的挑戰，

具有資訊自由及悠活的特質，使得專業人才願

包含中間投入及店務人員素質等。相較之下，

意居住於本地。為了有效使臺北市之優勢得以

臺灣連鎖加盟企業在歷經多年的更迭，及法制

發揮，臺北市可試著在各個捷運交通節點提供
網路圖書資源，其內容可包含國際商情資料
庫、文獻知識庫等，以使得中小型的商業服務
業者得以降低提供服務的進入成本(entry cost)
及邊際成本，進而吸引以東亞市場之企業為服
務對象的業者聚集。

規範的進行一步完善，使得臺灣連鎖加盟企業

公辦民營之空間對於企業訓練課程予以優惠，

在本土僅達到約500家之規模，卻可在中國大

以使得企業之人才發展相關活動能於臺北市進

陸開創數倍數以上的展店數。為了達到兩岸有

行，不僅使得這一類型的活動所集中的中高階

效率的經營，連鎖加盟企業亦需發展研發創新

人才之知識及消費需求產生外溢效果，亦可促

總部，其開發項目包含店務設備、流程改善、

成企業進一步將多元的訓練課程模組化為企業

口味及服務差異化等。除此之外，亦需要區域

大學之形式，匯集於臺北市加以實現。

性中央廠房及倉儲物流用地等空間。臺北市可
藉由協助連鎖加盟企業在主要公路節點取得空
間，吸引企業優先選擇臺北市做為營運總部。

透過以上相關分析可知，服務創新可驅動
整體產業各部門皆以有效率的方式提升其競爭
力，臺北市為全臺灣企業最為聚集之地，臺北

第三，因應服務業專業人才需求，協助企

市善用其所掌握的公部門資源，以協助中小企

業透過公部門所管理之空間開設相關學程，使

業發揮服務創新，不僅可活化臺北市之發展，

得臺北市成為企業大學的聚集之地。由於中小

亦有助於企業在臺灣發展。

企業之人才需求並非正規教育課程得以充分提
供，企業亦需自行辦理相關學程，以訓練符合

注釋

自身發展需求之人才，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

1.「2011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資金較為充裕之企業得以擁有專任師資及教育

2.台北產經期刊網產經資料庫，2011年資料，臺

訓練空間，但多數企業遭遇開設課程所需空間
及師資供給之挑戰，臺北市可將本身所管理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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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