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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人造纖維產業關聯情形，資料來源是以行政

院主計處所蒐集編列之民國 70 年、73 年、75 年、78 年、80 年、83 年、

及 85 年之產業關聯相關資料，並採用李昂提夫( Leontief , W. W.1936) 提出



之投入產出分析(Input & Output Analysis ) 及 Bear & Kerstenetzky 於 1964 年

提出之產業關聯分析( Forward & Backward Linkage Effect )，計算人造纖維

及其相關產業之投入情勢、中間投入情勢、附加價值創造情勢、產出情

勢、及各產業所帶來之感應程度( Sensibility )及影響程度( Dispersion )的變

化情形，並求出產業關聯型態變動情勢，與其發展之趨勢。再與業界之資

料相互佐證。 本文資料中亦呈現我國人造纖維，與世界人造纖維主要生

產國之比較與分析，並介紹全球高科技纖維的發展趨勢，同時探討目前台

灣與國外之人造纖維發展情形。而且以明茲伯( Mintzberg , H.1994 )於策略

適合( Strategic Fit )觀點下，所提及的〝 S. W. O. T 〞來評估我國人造纖維

業之內部環境、外部環境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其競爭力之分析。 結果發

現兩點，一為人造纖維及其相關產業的生產技術變動很緩慢。二為人造纖

維、棉及棉紡織品、與人造纖維紡織品仍居於我國產業發展中最優勢產業

之一。因此如何在現階段繼續發展這些利機產業，提出幾點個人具體之建

議。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fiber industry in textile 

manufacturing and their changing process. Our data is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our 

Directorate -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R.O.C. .We calculate the input and output situation, and the sensibility, dispersion, 

and linkage effect of the fiber industry, by using the〝 Input and output 〞

( Leontief, W. W. 1936), and the〝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 effect 〞( Bear 

& Kerstenetzky 1964). Further purpose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to find the best way 

for our fiber industry to go forward. So we had summarized our fiber’s developing 

situation and compared with the top four fiber 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e 

will indicate out the trend of the high-tech Fiber developing worldwide situation in 

his article. And we will take the 〝 S. W. O. T 〞( Mintzberg, H. 1994 ) to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fiber industry. Finally, we find out two important points. 

One is the technological changing speed of our fiber industry is very slow. And the 

other is the related three kinds of fiber industry still have a very good 

competitiveness and niches. So, we will make concrete suggestions for our fiber 

Industry that can be deeper developed in this early 21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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