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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南韓位於朝鮮半島，天然資源並不豐富，並且在20世紀末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才脫離其控制，在首爾（原漢城）成立當今民主政府。1950年，韓戰結束，南韓在產業政
策上，企圖藉由政府的強力介入產業發展體系的運作，以快速達到成長與超越日本的目的。政府的強力
介入尤其表現在扶植超大型企業集團。南韓目前是世界經濟第13大政治體系，是經合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和20國集團（Group of
20, G20）成員國，也是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和東亞峰會
的創建國之一。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都將南韓列為已開發國家。
南韓的產業發展順序是由1960年代的輕工業，到1970年代奠定了造船、石化、汽車、鋼鐵等資本密集
與重化工業發展之基礎。1980年開始發展家電、汽車、以及半導體產業；1990年至今則快速發展資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產業，如圖1所示。

圖1 南韓的產業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Hong, 2004；本文整理。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南韓主力產業－汽車、鋼鐵及造船等出口劇減，同時，這些高度舉債經
營的資本密集產業，資本結構大幅依賴負債集資，一度使得外債高達1,168億美元，南韓經濟幾乎全面
崩潰，1998年創下實質GDP成長率負成長5.8%，失業率高達6.8%之歷史紀錄。南韓無力償還短期外
債，為拯救經濟，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求援，IMF提供570億美元
之金援，但要求南韓進行金融改革及企業重整；南韓政府很快的於1998年九月提出各種投資促進方
案，同年11月通過<<外商投資法>>（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ct, FIPA），放寬對外資
進出之管（限）制、大幅開放外商投資之產業領域；同時配合外資法的通過，南韓政府大量修正產業部
門及行業法；建置外商投資區（Foreign Investment Zones, FIZs）；賦稅減免、土地租用期限與租
金、投資案件的審核過程方面都大幅放寬；此外，體質不錯但財務週轉不靈的南韓企業成為外商購併標
的，南韓政府修改企業併購法，允許外資企業惡意併購，由購併流入的外資金額便大幅成長（蕭正宗，
1999）。

藉由以上的多重誘因，加上韓圜匯率及南韓的金融市場逐步穩定，外資在1998年至2001年間流入南韓
高達509億美元，而除了資金流入對南韓外匯準備、資金需求、國際收支的正面幫助，同時外資管理、
競爭機制及先進技術的引進，亦加速了南韓企業財務結構之改革，以及國內企業得以獲得國際技術授
權；另外國際利率走跌，提供大幅改善企業財務結構之機會，南韓產業終於度過高財務槓桿之危機。
南韓政府從金融風暴中經歷到，原有政策主要是透過扶植超大規模的產業和集團企業集中發展，雖然能
快速攻下市場占有率，但資本結構大幅依賴負債募資，集團普遍多角化經營，並交互持股、操作風險性
融資，若任一子企業經營效率不彰，或該產業遭逢不景氣，同時又暴露於匯率、利率波動劇烈的環境
下，企業可能因為削價競爭、利潤微薄而將面臨極大之風險。從1980年代以來，韓國經濟策略就已經
逐漸由追求高成長與規模經濟，轉移到以穩定與成長並重，提高產業競爭力，重視產業技術之引進及研
發活動，例如1992年提出的「HAN」（Highly Advance National）計畫，針對未來可能發展的產業
致力突破現有產業產品技術，並奠定技術基礎，在金融危機之前，便鎖定TFTLCD產業，投入2000億
韓圜之研發經費，以達成能與當時的產業龍頭日本競爭之目標；經歷過金融風暴之後，南韓的政府及企
業更深刻了解到，過去，競爭力是建築在規模經濟上，未來則必須透過技術創新能力與品牌通路拓展再
造競爭力。因此，產業政策必須由資本導向轉為創新導向，是故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轉向IT產業（經濟
部，2004）。
二、 領航國際標準、主張知識經濟
2.1 南韓的2010年產業願景：躋身為世界前四大資通訊產業強國
如前所述，南韓在1990年之前，是藉由高資本投資以及勞動投入來帶動經濟成長，但在製造業和非製
造業的生產力下跌，資本投資不具效率下，提高知識和資本的生產力、提升總體競爭力、邁向知識經濟
化成為新的方向。發展知識經濟的重要歷程從1999年，南韓政府訂定「知識經濟發展綜合計畫」開
始，2000年4月正式公布實施「知識經濟發展策略」，推動制定「科技基本法」，使國家科技革新系統
制度化，致力於開發未來核心策略之技術，全力發展以知識為基礎之新興產業，重視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促進具有彈性和競爭力、資源分配公平之有效率市場，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加強國際接軌，並為了便
於知識的創造、傳遞、使用，因此特別注重資訊基礎設施及系統之建立，加速各企業之資訊化。最後，
形成資訊網以利創新研發，研發系統中包括大學、智庫、研究所。2002年，南韓產業資源部
（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Energy, MOCIE）明確提出邁向2010年之全國整體產業
政策，從資本導向轉向創新導向，發展具有高技術、高生產力及高附加價值特性的產業，整合基礎科學
與技術之前瞻、融合、適合多元產業應用發展、高效率，並重視知識人力資源、改革生產管理經營體
系，增加先進生產與經營知識更甚於擴充資本及硬體設備，針對需求導向彈性調整生產策略，強調高技
術零組件、原料掌控及自有品牌的經營，有別於過去強調自動化、規模經濟大量擴產、低勞動成本的策
略。同時並改善政府支援體系、教育、企業、金融及稅制等系統，以創造適合產業發展的空間。產業政
策目標為維持2002年至2010年，每年經濟成長率6%。
而關於資訊產業的加強發展，南韓政府於1999年公布「Cyber Korea 21」計畫，期望在2002年能擠
身於世界10大資訊先進國之列。計畫其中的一部分「國家資訊化計畫」並在2000年1月公布，預計
2005年之前所有家庭均可以享受高速度網際網路的方便，而且預定投入40兆韓圜於此計畫內。當初是
預計於2010年完成此項計畫，但因網際網路的需求大增，計畫提前達到目標（經濟部，2001）。
另外，南韓為促進產業發展，規劃三大產業發展策略群：
「基礎產業」－汽車、造船、鋼鐵、石化、一般機械、紡織及家電
「新技術產業」－半導體、電子通信、機械、電腦、生物與環境技術
「知識基礎服務業」－物流、資訊通信服務、文化、商業服務
三大產業分類中，採取差異化策略：鞏固基礎產業，成為世界級領導地位；開發先進策略性新技術產業
則需投入長期資源，養成基礎科技，強化核心技術，加強設計、管理、行銷能力，以期建立世界級產業
基礎，引導國際標準或占有世界重要地位；至於扮演支援發展之服務業（諸如e企業及知識密集產業部
門），南韓將在2010年之前提升電子商務比重至50%，政策重點集中於擴大產業供需發展及市場之基
礎（如技術、人力及解除管制），促進製造業之服務化及推動服務業的法規鬆綁，以創造一個世界級的
服務業發展環境。
前瞻性高的新技術產業包含資訊技術（IT）、生物技術（Biology Technology, BT）、奈米技術
（Nanotechnology, NT） 及環境技術（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ET）等技術，由於IT、BT、
NT及ET為知識密集產業，因此，南韓政府基於策略性選取及集中化原則，重點選擇比其他工業化國家

能更快速發展之技術，並早期建立全球技術合作網絡，邀請工業國家一起投入技術發展，以求規模更
大、主導市場主流，同時也加速建構技術使用部門及技術發展圖譜（經濟部， 2004）。
2.2 十大新世代動力成長產業
2003年，韓國政府提出「十大新世代（NextGeneration）動力成長產業」計畫，針對過去的三大產
業發展策略群，提出包括數位電視及廣播、顯示器、智慧型服務機器人、未來型汽車、次世代半導體、
次世代行動通訊、智慧型家庭網路、次世代電池、數位內容及軟體解決方案、生物科技等發展潛力雄厚
的未來成長型產業，計畫在2010年達到每人平均GDP二萬美元之目標。產業的選擇與配置中，通訊產
業鏈的上下游占有十項中的六項，由此可見南韓對於資通產業的決心與重視。
表1 十大新世代動力成長產業

資料來源：拓墣產業研究所，2005。
2.3 南韓2015產業發展願景
由於南韓快速的經濟發展，人均國民所得GDP達到兩萬美元的目標有機會於原本設定的2012年提前到
2008年實現，（實際上是在2007年達到目標）南韓政府產業資源部（MOCIE）於2006年提出「u
Korea」等計畫，為了提振經濟及產業發展，以及促進經濟永續成長、全球產業均衡發展，南韓政府更
於2006年1月發表「2015年產業發展願景與策略」報告，提出於2015年達到國民所得35,000美元之目

標，並期許南韓發展成為「全球產業分工整合者」的角色，強調只要經濟成長率增加一個百分點就會改
變南韓的世界地位，讓南韓晉身至已開發國家之願景。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鎖定資訊技術（IT）、生
物技術（BT）、奈米技術（NT）及環境技術（ET）等四大產業為未來集中發展之產業領域。其中，資
訊技術（IT）為韓國政府投以重要期望的產業，規劃中在2007年希望使IT產業的產值達到400兆韓圜，
出口值達1,100億美元，IT占其GDP比重到達20%，成為帶動韓國經濟成長的主力。資訊電子產業的確
成為韓國最重要的出口產業，2007 年，韓國IT 產業出口金額已達1,251 億美元，占韓國出口總額的
38.4%，其收支順差創歷史記錄，達604 億美元，遠高於韓國整體貿易順差的151 億美元（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2008）。
三、 資訊技術產業發展脈絡清晰、全方位之政策規劃
3.1 IT839策略
南韓的寬頻網路普及化，是促使其躍上國際舞台的一大助力。其背景，除基於前述的產業發展歷程，南
韓政府更為了在2007年進入IT產業世界前五強，於2004年由情報通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IC）根據其所負責推動的十大成長動力產業中相關之項目，提出了IT839戰略
計畫（MIC Korea, 2004）。
「IT839策略」，乃指八大服務、三大基礎建設、九項具有成長動力之資訊科技（如表2）。在2003年
9月，南韓資訊通訊部（MIC）為扶植國內IT產業升級，篩選出九項具有產業競爭力，同時具有高度附
加價值與成長動力之資訊科技，分別為智慧型機器人（Intelligent Service Robot）、智慧型家庭網
路（Intelligent Home network）、後個人電腦（POST PC）、IT系統晶片（IT SoC）、新一代無
線通訊技術（NG Mobile communication）、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車用行動秘書技術
（Telematics）、嵌入式軟體（Embedded S/W）、數位電視（Digital TV）。這九項具有發展潛力
的資訊技術，成為「IT839策略」預期實現的最終目標。
為使九大資訊技術得以落實與應用，南韓政府依據所篩選出來的九項技術，檢視國內IT產業發展現況，
找出與這九項科技相關的八項服務，分別是：無線寬頻服務（WiBro Service）、數位多媒體傳播服務
（DMB Service）、家庭連網服務（Home Network Service）、車用行動秘書服務（Telematics
Service）、無線射頻辨識系統服務（RFID based Service）、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WCDMA
Service）、數位電視服務（Digital TV）、網路電話服務（Internet Telephony），以及這些技術和
服務所需的Broadband Convergence Network（BcN）、Ubiquitous Sensor
Network（USN）、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IPv6）三項基礎環境的建設，來作為現階段執行
IT政策之重要任務。
IT839支持的重點技術是以ubiquitous技術以及相關的應用科技為主，期望在2007年使IT產業的產值
達到400兆韓圜，出口值達1,100億美元，提高國內高科技工作就業率，使IT占其GDP比重到達20%
（拓墣產業研究所，2005）。
表2 IT839計畫項目與目標

資料來源：Korea Information Socie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KISDI], 2004。
3.2 uIT839策略
2006年2月，為了貫徹uKorea的理想，南韓情報通信部（MIC）遂修訂IT839計畫為uIT839計畫，
如表3，將重點放在提升南韓的軟體與IT服務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及建構行動寬頻網上，以服務平台及內
容使南韓躍升為行動網路強國。情報通訊部預估修正之uIT839計畫中表示，自2006年至2010年為止
創造約6,128億美元的產值與約2,830億美元的附加價值（李曉雲、吳善同，2006）。
表3 uIT839的目標

資料來源：吳善同、李曉雲、戴基峰、郭家蓉、徐子明，2006。
uIT839計畫將原先在IT839計畫中八大服務項目之一的VoIP因已商用化，因此在uIT839計畫中排
除，而追加了Broadband convergence service與IT service，亦將屬性類似的DMB與DTV服務合併
為一（詳見表4）。三大基礎建設中，IPv6併入BcN項目裡，追加針對軟體產業的Soft Infraware。九
大成長動力中，將New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Devices與Telematics devices合
併，追加RFID/USN Devices。
表4 IT839與uIT839的比較

資料來源：MIC Korea, 2004。
表5中，簡單列出南韓產業政策計劃發展的演進與其特性，南韓政府將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分開規劃，
脈絡清晰，並透過情報通訊政策研究院KISDI隨時做政策的追蹤與方向修訂。
表5 南韓IT產業政策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Lee, Ahn, & Sung, 2009。
四、 結論  與世界接軌、引領資通訊技術標準發展
南韓致力於智慧財產權之掌握，以四個軸面來提升對國際標準制定的影響力: 包括國際技術及標準制定

人才的培訓、前期產品的研發及環境的建構、對標準的驗證測試及推廣程序以及與各國際標準組織之聯
繫等，是促使其成為未來國際資通訊大國的一大助力，值得我國借鏡。圖2簡單顯示南韓在引領全球資
通訊技術標準之遠景及策略規劃。

圖2 南韓引領全球資通訊技術標準之遠景及策略規劃
資料來源：CHOI, 2008。
南韓在短短的60年間，從基礎而附加價值低的輕型工業，迅速並且成功的轉型到技術與知識密集產業，
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可以歸功於政府對於產業發展的規劃完善，執行徹底。1997年亞洲金融
風暴時，與台灣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南韓，由於其產業資金結構上的特性，受傷甚深，成為加入OECD
會員國裡第一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援助與代管的國家，然而南韓政府意識到本身的結構性問題，不
但未陷身於泥沼中，並能做出全面性的改革，達到1999年經濟成長率10.7％、2000年經濟成長率
9.3％的成績（蘇顯揚， 2000）。在這段時間內，更由於覺醒到產業技術的先導是保有競爭力的關鍵，
以及全國的公私單位資訊化對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因此擴大投資資源於技術的發展與國際合作，注
重基礎資訊建設、發展基礎科學、新興產業及培植科技人才，逐漸取得半導體、通訊電子、面板等各種
科技產業的關鍵地位。南韓政府了解到，資通訊科技與產業技術的領先發展，在未來的市場會占有一非
常重要的角色，而全國性的資通訊產業發展，必倚賴龐大的資源投注和完整的全國性資訊化基礎建設，
故在確立了知識經濟的發展方向之後，南韓加強規劃全國整體的資訊化，時常修訂發展歷程。在數位韓
國、e韓國、寬頻韓國到全網路韓國（Ubiquitous uKorea）的數個發展歷程階段之後，南韓國家資
訊化程度的世界排名快速爬升，根據英國威爾士大學卡地夫學院（UWIC）國際競爭力中心發布的
「2008年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中，南韓寬頻滲透
率指數評比在全球145個地區中排名第二位，僅次於冰島（台灣排名第六、美國排名16）（經濟部，
2009）。南韓亦體會掌握技術與智慧財產權對資通產業發展之重要性，除了開放國內市場作為世界先
進資通訊產業大廠的測試環境以爭取合作、研發經驗累積、積極追求先進核心技術以外，世界知識產權
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統計，2007年南韓申請的國際專利數量
已上升到排名第四，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不容小覷（科技產業資訊室，2008）。另外，通訊產
品開發設計必須遵循國際標準，否則推出之產品無法順利導入市場。南韓在資通訊產業方面，相當著重
對國際標準制定的影響力，爭取領導世界標準制定一向是政策計畫明確的目標，產業協會透過例如與各
國際標準組織之聯繫和備忘錄簽訂、國際技術及標準制定人才的培訓、前期產品的研發及環境的建構、
對標準的驗證測試及推廣程序等，相當積極的展示其成為國際資通訊大國的決心。
綜觀而言，南韓的產業發展，有資源過度集中於大財團，以及借重政策強力介入甚於市場機制自動調控
的特色，與台灣不甚相同，但是藉由政府的領導，投入資源於全國性的教育、關鍵技術與基礎科學研
發，以及為創造優越的產業發展環境，完整的規劃產業發展所需每一個環節，同時全面性修改政府支援
體系、教育、企業、金融及稅制等支持性服務等相關法規，無疑是其發展策略的重要優勢，值得我國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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