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先進國長期經濟成長率，

取決於本國研究發展的成果。

因此，美、日、德等工業先進

大國皆積極致力於研發及創

新。東亞地區國家步著工業先

進國之後塵，日後也同樣將面

臨技術進步瓶頸之困境。因

此，東亞國家應及時規劃發展

知識經濟。

工
業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非但主導

全球經濟的興衰，而且其經濟發展

之經驗也是東亞地區乃至全球各國急欲學

習借鏡的對象。本文擬針對美國、英國、

日本、義大利、西德、法國、加拿大等七

個工業先進國家之長期經濟發展，按其經

濟成長的速度及特性區分為（一）能源危

機前較高成長期（1948-1972）；（二）能

源危機後較低成長期（1972-1995）；及

（三）知識經濟發展期（1995-1999）等三

個階段，分別探討在不同階段中，影響其

經濟發展之重要因素。至盼此研究結果，

能作為東亞地區國家日後規劃長期經濟發

展策略之參考。

就七個工業先進國家長期經濟發展趨

勢來看，由表1所示，在第一階段能源危機

發生前之二十多年中（1948-1972），此七

個工業先進國平均每人GDP之平均成長率

高達4.4%，而且各國皆普遍呈較高成長的

趨勢。然而，到了能源危機後之第二階段

（1972-1995），各國平均每人GDP成長率卻

有普遍趨緩的跡象。進入第三階段（1995-

1999），美國、英國及義大利等國平均每人

GDP的成長率則呈較快成長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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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先進國的前車之鑑



根據現有文獻顯示（註1），導致第二

階段各工業先進國平均每人GDP成長速度

趨緩的最主要因素，係由於這些國家之技

術水準已接近巔峰，因而技術進步速度有

趨緩的跡象。

換言之，由於生產函數長期的改善速

度趨緩，代表技術進步速度之總要素生產

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成

長速度下降。何謂總要素生產力？導致總

要素生產力成長速度趨緩的原因為何？本

文將在下節中詳加探討。

至於美、英等國之平均每人GDP到第

三階段能再呈加速成長的趨勢，主要係因

這些國家在這段期間積極發展知識經濟，

導致高技術產業快速成長所致。何謂知識

經濟？知識經濟對這些工業先進國經濟發

展的貢獻為何？這也是本文探討的重要課

題。

技術進步刺激總要素生產力

在梭羅成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中，技術進步係增長每人國民所

得及改善國民生活水準的重要因素。所謂

技術進步係指在生產函數中，投入相同數

量的資本及勞動等生產要素，卻可促使產

出水準增加。

換言之，由於技術的進步將導致總要

素生產力提升。何謂總要素生產力？茲以

生產函數說明如下：

若將技術進步納入生產函數中，可將

生產函數寫成：

Y=AF（K, L）（式1）

式中，Y：代表總產出

K：代表資本投入量

L：代表勞動投入量

A：代表技術水準或稱為總要

素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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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業先進國家各階段平均每人GDP成長率

國　　家 第一階段（1948-1972） 第二階段（1972-1995） 第三階段（1995-1999）

美　　國 2.2 1.5 4.7

英　　國 2.4 1.8 3.0

義 大 利 4.9 2.3 2.8

法　　國 4.3 1.6 1.4

西　　德 5.7 2.0 0.9

日　　本 8.2 2.6 -1.0

加 拿 大 2.9 1.8 2.3

平　　均 4.4 1.9 2.0

資料來源：Main Economic Indicators（O.E.C.D）與IMF.



若進一步探討導致產出成長的主要來

源，可將生產函數改寫為：

△Y/Y=α（△K/K）+（1-α）△

L/L+△A/A（式2）

式中α：代表資本所得佔總產出的比率。

由式2顯示，總產出的成長包括資

本、勞動投入量的增加，以及總要素生產

力的成長。其中△A/A乃表示總產出的成

長非源自於生產要素投入量增加。換言

之，係指無法以投入要素變動量解釋的產

出變動量。因此，通常將總要素生產力之

成長率以殘差值處理，或稱之為梭羅殘差

項（Solow residual）。

由表1所示，自1972年後之20多年

中，七個工業先進國普遍面臨平均每人

GDP成長率趨緩的現象，其最主要的原

因，係由於代表技術進步速度之總要素生

產力成長速度下降。茲以美國1950年至

1996年間經濟成長來源及總要素生產力之

變動來驗證此論點。

由表2所示，由1950年∼1996年之40

年間，美國每人實質GDP平均成長率為

3.2%，其中0.9%係源自於資本存量增加，

1.2%歸因於總工作時數增加，而1.1%係由

於總要素生產力之增長。因此總要素生產

力之增長，資本存量及勞動量之增加等，

都是導致美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然

而，由表2資料亦可清楚看出，自1970年代

之後，總要素生產力對美國經濟成長的貢

獻率明顯地下降由1960∼1970年之1.7%，

至1970∼1980年劇降為0.5%。由此顯示，

1970年代之後，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減

緩，導致美國乃至於其他工業先進國經濟

成長快速地趨緩。

技術進步趨緩其來有自

經濟學家曾經試圖探討導致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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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美國經濟成長率的計算過程成長來源

年　度 產出成長△Y/Y 資 本=α（△K/K） 勞 動+（1-α）△L/L 總要素生產力+ △A/A

（每年增加平均百分比）

1950-1960 3.5 1.1 0.8 1.6

1960-1970 4.1 1.2 1.3 1.7

1970-1980 3.1 0.9 1.6 0.5

1980-1990 2.9 0.8 1.3 0.8

1990-1996 2.2 0.6 0.8 0.8

1950-1996 3.2 0.9 1.2 1.1

資料來源：1.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Department of Laber。

2.N.Gregory Mankiw (2000), Macroeconomics Fourth Edition.



之後，美國及其他工業先進國家技術進步

趨緩的主要原因，茲將其重要結論綜合說

明如下（註2）：

（一）能源危機的衝擊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組成卡

特爾（Cartel），於1973年開始大量減產石

油，導致世界油價大幅上漲。在此段期間

由於油價暴漲。廠商生產成本遽增，因而

生產力成長速度下降，經濟成長趨緩。

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後，此項理由之

解釋能力日趨薄弱。因在1986年，由於石

油輸出國家組織之會員國競相違反約定，

暗中增產，卡特爾面臨崩潰，世界油價遽

降，但各工業先進國之總要素生產力之成

長速度並未明顯提升。

（二）勞動組成結構之變動

1970年代初期，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出生之嬰兒潮世代大量加入勞動市場之

時期。同時由於社會規範之改變，婦女走

出家庭步入勞動市場，蔚為當時流行的風

潮。由於這些新加入勞動力較缺乏職場之

專業經驗，導致生產力之成長趨緩。

（三）各國日益重視環境保護

對工業先進國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正如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而具有抵換

（trade off）的關係。1970年代之後，各工

業先進國由於所得日益提高，國民對環境

保護日益重視。為達保護環境之目標，政

府往往制訂各種法規，要求廠商從事產品

的生產必須遵守日益嚴格的環保標準。因

而導致廠商生產成本遽增及生產力成長趨

緩。

（四）創意日益耗盡

自1948年之後，經歷20多年快速進步

之黃金時期，各工業先進國之技術水準已

近顛峰。各國有關如何生產的新創意已開

始枯竭，因而導致總要素生產力的成長速

度趨緩。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之研究報告顯示（註3），自1995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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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2年後之20多年中，七個工業先進國普遍面臨平均每人GDP成長率趨緩的現象，
其最主要的原因，係由於代表技術進步速度之總要素生產力成長速度下降。 / 張洋培攝



工業先進國為突破技術進步趨緩之瓶頸，

乃積極發展知識經濟。在此段期間工業先

進國之經濟發展較以往更加依賴於知識的

生產、擴散及應用。因此，電腦、電子、

通訊和航太等知識使用密集的產業快速成

長，且成為經濟成長的原動力。在此階

段，OECD主要會員國的GDP有50%以上

係以知識為基礎而形成的。

內生成長理論的涵義

「知識經濟」一詞首見於1996年OECD

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根據該報告之定

義，所謂知識經濟，係指一個以擁有、分

配、生產和使用「知識」此一生產因素為

重心的經濟型態。而所謂知識，則包括人

類迄今所累積的全部知識，其中科學技

術、管理和行為科學等知識則扮演最重要

的角色。因此，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擁有

知識和良好知識管理能力的個人和企業才

能在市場上具有競爭能力，而能創造知

識，維持競爭優勢。

在傳統的Solow成長模型中，將技術

進步視為外生變數。但在知識經濟體系

中，知識如同勞動、資本等係屬重要的生

產投入要素。而且由於知識具有無限利用

（Indefinitely expansible）及累積的特

性，使得知識的創始者及擁有者可無限次

地加以利用，而產生邊際成本遞減的現

象。同時也因而延緩邊際報酬遞減律之出

現，甚而產生邊際報酬遞增的現象。為瞭

解知識經濟體系之經濟成長過程，須將技

術進步內生化，而建立內生成長模型。

在內生成長模型中，常見的首推兩部

門模型。所謂兩部門模型，係將整個經濟

體系區分為從事製造的工廠及生產知識的

大學等兩個部門。前者係專門從事財貨及

勞務的生產，以供應消費及投資之有形資

本。後者則專門生產「知識」生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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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東亞四小龍創造經濟發展奇蹟的主要因素為何？

最主要乃由於這些國家積極引進及學習工業先進國家

之科技。 /卓越雜誌提供



且可自由地利用於兩部門中，茲將整個模

型中，工廠及大學之生產函數及資本累積

方程式說明如下，（註4）

工廠的生產函數：Y=F[K, (1-u) EL] 

（式3）

大學的生產函數：△E=g (u) E

（式4）

資本的累積：△K=SY-δk

（式5）

式中：Y：代表總產出

K：代表資本投入量

L：代表勞動投入量

u：表大學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比

例，而l-u則代表工廠勞動力所佔

比例。

E：代表知識的存量，也決定勞動效

率。

g：代表一個函數，用來說明知識如

何靠著大學中的勞動力成比例成

長。

S：代表儲蓄率

δ：代表折舊率

此模型最主要特色，係說明只要將知

識視為生產要素包含在整個模型中，整個

經濟體系就會有固定的資本報酬，而避免

報酬遞減率之出現，且因大學中知識的創

新永遠不會停止，因此就會有持續的內生

成長。

腦力與技術為根本

根據OECD對知識經濟的定義，基本

上知識經濟具有下列幾項特性（註5）：

（一）資訊與通訊技術之運用，可促

進知識的擴散與應用。

（二）研究發展的加強，可創造出更

多的創新知識。

（三）策略聯盟與購併的進行，可擴

大知識的優越性。

（四）教育與訓練的強調，可培養具

創新能力的專才。

（五）終身學習的推動，可適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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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美國勞動生產力成長之主要因素 單位：％

項目 勞動生產力 資訊科技（IT）關連 資訊科技化之因素 其他因素

時期 成長率 以外之資本因素

1980-94年 1.6 0.4 1.5 -0.3

1995-99年 2.5 -0.1 2.3 0.3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企劃廳，世界經濟白皮書2000年。



的快速變遷。

（六）貿易投資自由化及全球化，可

增進知識擴散速度。

（七）智慧財產權的建立，可加速產

業升級與轉型。

綜合知識經濟的特性及內生成長理論

的詮釋，可深深地體會到，所謂知識經

濟，係以「腦力」及「技術」為本質所推

動的知識產業。透過科技的研發、創新、

技術移轉和擴散，尤其是資訊和通訊技術

的應用，促使企業電子化，導致企業成本

大幅降低及生產力提升。因而，能突破技

術進步趨緩的瓶頸，而促使美國等工業先

進國的經濟能再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由表3所示，1995-99年美國勞動生產

力之平均成長率達2.5%，遠較1980-94年之

1.6%為高。而導致1995-99年美國勞動生產

力較快速成長的最主要因素係資訊科技

化，其貢獻率達2.3%。

再根據OECD之報告顯示，1995年之

後OECD國家中擁有較快速經濟成長的國

家，諸如美國、荷蘭等國，最主要乃在於

反映勞動和資本使用總效率的總要素生產

力有較快速的成長。

根據Oliner及Sichel的報告顯示（註
6），美國總要素生產力之成長率由1991-95
年之0.6%，在1996-99年增為1.25%。由
此，在在顯示知識經濟對工業先進國家經

濟成長的貢獻。

東亞國家應未雨綢繆

就東亞地區之經濟發展而言，在近代

史中最令人稱讚及推崇者首推包括：台

灣、香港、新加坡及南韓等之東亞四小

龍。自1965年至1990年之25年間，這四個

國家之平均每人實質GDP之年成長率皆超

過7%以上，遠較代表工業先進國之美國的

2%為高。

由於較快速的經濟成長，促使這四個

國家在此段期間能由世界中貧窮國家之

列，擠入富有國家之林。導致此四國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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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的加強，可創造出更多的創新知識。

/卓越雜誌提供



經濟發展奇蹟的主要因素為何？根據經濟

學家的研究顯示（註7），最主要乃由於這

些國家積極引進及學習工業先進國家之科

技。吸收先進國所研發之科技後，這些國

家生產函數中之總要素生產力勢必大幅提

升。

再根據Romer以內生成長模型研究結

果顯示（註8），人力資本累積直接影響小

國及開發中國家的總要素生產力之成長

率。工業先進國長期經濟成長率，取決於

本國研究發展的成果。因此，美、日、德

等工業先進大國皆積極致力於研發及創

新。

然而，東亞地區國家步著工業先進國

之後塵，日後也同樣將面臨技術進步瓶頸

之困境。因此，未雨綢繆，東亞國家應及

時規劃發展知識經濟。中華民國行政院於

2001年元月核定經濟建設委員會擬定的

「知識經濟發展方案」，預計未來五年內將

投資新台幣363億元推動此項方案中的57項

具體執行計劃。此具體方案也可供東亞地

區國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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