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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銷規劃 

 
  行銷的觀念是抽象的，要具體的將它落實在企業的行銷活動中，必須透過一連串的

步驟來完成。行銷規劃的流程，包含五個步驟：界定組織使命(organizational mission)、
進行情勢分析(SWOT)、訂定行銷目標(marketing objectives)、擬定行銷策略(marketing 
strategies)、研擬控制計畫等(黃俊英，1997:27-28)。並在經過上述五項規劃流程後，進

而發展出一份具體可行的行銷計畫，供相關部門和人員據以執行。意即行銷計畫是行銷

規劃的最後產物，而這份計劃最主要之要項為行銷目標與行銷策略。 
    然而，行銷開始於了解消費者，止於滿足消費者，因此本章首先將論述理論上關於

消費者行為分析的概念；其次，說明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消費者行為分析；再

者，說明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目標與行銷策略；最後，則以地區行銷的理

論概念，對台北市政府的行銷規劃進行檢證。  
 

第一節  消費者行為分析相關概念 

壹、消費者行為分析之重要性 
    行銷是企業經營最重要功能之一，企業必須依賴行銷的機能爭取生存、發展所需資

源，並進而創造利潤以分享股東。而行銷的核心則是藉由各種工具來促成與目標顧客的

交換，以滿足顧客的需要與欲望，並同時達到企業經營的目標。因此，行銷的焦點可以

說是集中在顧客或是消費者身上，希望經由對消費者購買行為有更深入的了解，以設計

出可行且有效率的行銷方案，吸引消費者的採購，滿足雙方彼此的需求（樓永堅等，

2003:6）。亦即，行銷開始於了解消費者，止於滿足消費者，可以說消費者是行銷的核心，

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支柱，沒有了消費者或顧客，企業或組織也將喪失其存在的必要性。

相同的，以產品而論，當內湖科技園區的廠商消失了，內科當局的存在自然也就跟著失

去其正當性。對企業如此，政府亦是如此。 

貳、消費者行為分析理論概述 

    地區策略性行銷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深入了解地區標的群體，如觀光客、新定居人

口、工廠、企業總部、投資者等如何做其地區選址的決策與動機。包括因素的決定、其

重要性排序、及對可能替代方案（地點）的了解及資訊需求。因此，了解地區購買者決

策過程的主要步驟與考量因素，將可使地區銷售的定位更能滿足購買者的需求，對此

Kotler (1984)認為地區購買者的行為分析，應分為以下五個階段，包括：問題認定、資訊

的採集，替代方案的評估、購買決策及購買後行為等，如圖 5-1。同時此模式亦強調，

在消費者實際購買前，購買程序早已開始；購買之後也還有種種後續行為。因此，對於

行銷人員而言，應重視整個購買程序，而非僅重視購買行為(汪明生，1994:19)。以下茲

就此五階段概念，論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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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地區購買者的五階段程序 

        資料來源：Kotler，1984；汪明生，高雄都會區行銷策略及行動方案之   

                  研究，1994:19。 
 
  一、問題認定 
    購買者若感受到問題、需求或機會非其所期望、和實際狀況發生差異，就已有購買

決策動機的產生。例如某一地區之生活品質惡化，居民對當地不滿意的結果，將導致遷

移至他處發展。因此，必須進一步了解誰是購買行為的參與者，誰在購買決策產生需求，

誰扮演最重要的角色。Kotler 等人(1993)認為行銷人員應將其分為以下六個購買角色，如

表 5-1 所示。 

表 5-1  地區購買者不同角色的扮演 

購 買 角 色 意    義 以公司選擇會議地點為例 

發起者（initiator） 

第一個了解問題、需要、機會和

採取某些行動的人，如搜集資訊

或向他人提及。 

會議規劃者需要選擇一合適會

議地點，來召開年度會議。 

影響者（influencer） 
在決策過程參與某些階段，具有

些許影響力的人。 

規劃者提供可能合適開會的地

點。 

決策者（decision maker） 
能夠最後做部份或整個購買決

策的人。 

管理者決定在那個地點開會。 

同意者（approver） 
能夠批准或取消最後決策的人。 財務董事決定此地點是否合乎

預算。 

購買者（buyer） 
執行最後決策的人。 由相關部門與會議中心進行協

調等工作。 

使用者（user） 
消費或使用最後產品或服務的

人。 

全公司的員工。 

    資料來源：整理自 Kotler et al.,Marketing Places,1993:47。 

 

地區行銷者應根據上述購買者的角色分析，了解個體廠商在地區選址決策中，

有那些角色參與其中、其重要性、考量的標準與需求為何。此將有助於選擇有效的

訊息和媒體，在正確的時間、方式、與管道將資訊傳送給標的廠商，以有效吸引廠

商至該地區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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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搜集資訊 

    行銷人員最感興趣的，就是那些資訊來源為影響消費者後續購買決策的參考因素。

以購者資訊來源而言，可分為以下四種（Kotler et al.,1993:49）： 

   (一)個人來源（personal sources）：家人、朋友、鄰居、熟人等。 

   (二)商業來源（commerical sources）：廣告、推銷員、旅遊規劃者等。 

   (三)公共來源（public sources）：大眾媒體、地區評鑑組織、專家等。 

   (四)經驗來源（experiential sources）：直接拜訪當地。 

    上述四種資訊的來源，常因地區決策的型態和購買者的偏好有所不同。傳統上，購

買者通常自商業來源接受最重要有關地區的資訊；另一方面，最易採信的卻是來自個人

來源。每一種資訊來源在影響購買決策均扮演不同的角色，商業資訊通常扮演一告知

（informing）的角色，而公眾和個人來源則扮演一確定（legitimizing）的角色；經驗來

源則是在實際上了解可行地點時，扮演一評估的角色。因此，在有效吸引目標廠商與人

口至本地發展時，應了解目標市場受何種資訊來源影響、與其相對的重要性，地區行銷

者才能更有效地將資訊擴散至未來的目標市場。 

    在搜集資訊的過程中，美國已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來提供消費者資訊，透過空間分佈圖將選址區位、運輸網路、與經濟、地理、人

口特質等特性呈現在微電腦上，幫助企業做選址的決策（Pittman,1990）。美國南卡羅萊

納州並將 GIS 應用於經濟發展，除了發展成為企業廠址選擇過程的工具外，在政府組織

的規劃、土地利用分析管理等應用，亦已有具體成效（Black,1990）。 

    對於這項系統的應用，汪明生教授認為高雄市政府的地理資訊系統的建立與應用已

有初步成果，未來在提供資訊的角色扮演時，應使 GIS 扮演更積極的功能，透過電傳資

訊或資訊網路連結，將地區的各項正面資訊有效地傳送給目標廠商與人口，在其選址與

定居決策過程中，發揮重要與立即的影響力(汪明生，1994:21-22)。 

    為了解台北市政府是否應用此套系統將內湖科技園區的相關資訊提供給廠商，筆者

於 2004.2.27.訪談 A4 時表示：「這套系統對行政管理而言，現時並不需要，因為我們對

內科的各項設施均非常清楚，如果對廠商而言，建商或不動產仲介公司自然會提供相關

資訊」(受訪者 A4，2004.2.27.)，對照前述 GIS 系統的功能及高雄市的作法，顯然台北市

政府在提供廠商各項相關資訊上仍有待努力。 

 

  三、替代方案的評估 

    資訊搜集後，其次的重點即是購買者如何組織所獲資訊，在經過評估後做出決策。

以有關個體廠商與人口選址決策問題為例，其中所牽涉到的已不只是相關客觀區位因素

的考量問題，還牽涉到決策者個人主觀價值的衡量與其他相關因素如何結合的問題，以

及個體如何賦與各變數間主觀的相對權重等，此即應屬多評準決策（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making）之問題。 

    對於多評準決策問題之探討，主要有以下六種理論與模式(汪明生，1994:22-24)： 

   (一)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此方法由 Saaty（1980）所發展，係以多元層級中考慮因素間對上層因素重要性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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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比較來求得各層級因素之特徵向量（characterisitc vector），凡該量愈大的方案，表示被

採納的優先順序愈高。由於此方法在難易程度上較為適中，在國外應用在廠商選址與公

共設施選址上頗為普遍（Wu J.A. and Wu N.L.,1984；Erkut and Moran,1991）；在台灣的應

用方面，目前主要仍以評估與決策為主（劉維琪，1988；曾國雄，1988；陳欣得，1988），

但 AHP 在主觀認知衡量理論上的欠缺是其美中不足之處。 

   (二)多屬性效用理論（Muiti-Attribute Utlity Theory；MAUT） 

    此理論將多元層級的評估區分為效用與權重兩部份。在衡量方法上，主要包含了

Keeney & Raiffa（1976）所發展之較複雜的彩卷方式（basic refrerence lottery ticket method），

以及 Edwards（1961）所發展的較簡單可行的 SMART（Simple Mulit-Attribute Rating 

Technique）等；後者對效用之衡量係按評分法（rating），而對權重之衡量則係按比率法

（ratio）。 

    傳統 MAUT 曾應用於能源設施的選地問題（Keeney,1980）及海岸地區管理問題上

（Gardiner,1974;Gardiner & Edwards,1975），在此以 MAUT 在選地問題（siting）上的施用

步驟（汪銘生，1992），簡述如下： 

1.選出所有可能的地點以供評估或決策； 

2.明定決策目標與決策屬性； 

3.對於各可能地點在屬性上的事實，以評分法（rating）進行評估，得到可選擇地點

屬性的效用值； 

4.對各屬性與目標之主觀權重值的評估，以比率法（ratio）進行，得到屬性與目標

主觀權重值； 

5.分析與比較所有可能的地點，以各可能地點的得分＝Σ權重×效用值，來決定最適

合的地點。 

   (三 )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ement Theory;SJT） 

    此理論由 Hammond et al.（1975）根據 Brunswick（1955）的透鏡模式（Lens Model）

所發展，SJT 雖然在分析問題的架構上與 MAUT 或 SMART 均同為多元層級模式，但在

分析間題的觀點上特別重視問題系統中主觀價值與客觀事實的區分，並強調二者在決策

應用上事先區分與事後整合的必要。由於其認知決策理論的完整與深入，故在國外已有

許多成功應用在公共與私人企業選址的案例，例如 Steinmannn 等人（1977）應用於市政

建設空地取得的問題；Miesiung 及 Dandridge（1986）則針對企業如何以 SJT 做為選址的

工具。 

    而國內應用在選址方面的研究，則有汪銘生（1989）應用 SJT 來採討認知衝突、利

益衝突以及決策回饋方式等在模擬的焚化場場址選擇決策方面的影響；黃俊英等（1990）

則應用 SJT 來探討台灣省政府集中辦公室與搬遷的問題，以建立備選方案的評估架構，

使選址決策所可能產生之爭議與衝突減至最低。 

   (四)心理決策理論（Psychological Decision Theory;PDT） 

    此理論為 Kahneman & Tversky（1982）針對「貝氏定理」（Bayesian Theorem）在人們

決策時的適用性質疑所作的許多心理實驗研究之成果所歸納而來，其主要的部分為各種

決策「簡捷法」（heuristics）及其所導致的決策偏差（biases）。由於其在描述、解釋與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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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人類處理具不確定性資訊時的功用，可用以探討主觀風險知覺（risk perception）在環

境決策上的特殊影響。 

   (五)聯合分析（Conjoint Anaslysis;CA） 

    聯合分析是由心理學家 Luce 和統計學家 Tuckey 所發展出來。它經由分解途逕

（decompositional）的方式，將已知的受測者對某一受測體集合（a set of stimuli）的整體

評估分解成受測體多個屬性的成分效用值（part-worth），藉以估計人們的偏好結構。此

方法為行銷研究中消費者態度衡量上的重要方法（黃俊英，1988）。 

   (六)資訊整合理論（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IIT） 

    資訊整合理論係由 Anderson（1981，1982）所提出，它包含完整的理論與方法，可

用以探討多評準決策情境下決策者在主觀上所採用的資訊整合模式，及衡量決策者對於

多個屬性或目標間評估時的相對權重值心理尺度值。該理論奠基於 Thurstone 的心理衡

量理論，且經過 Anderson 三十多年來許多實證研究，確認了其在心理衡量上的效度。 

 

    透過以上多評準的決策理論，對目標市場進行深度訪談與調查，將可了解其地區購

買者空間選址、定居行為等的決定屬性因素。包括屬性因素的決定，其重要性排序與權

重，及對地區的了解及資訊需求，將有助於擬定以下的策略，來影響購買者對地區的選

擇（Kotler，1984，汪明生，1994:25-26）： 

   1.改善地區現有屬性：重新設計地區的形象，以能提供較滿意的屬性，常須花較多的

時間與努力，稱為「真實重新定位」（real repostioning）。如實際上改善高雄地區產業的

發展環境與生活品質、提供發展誘因等。 

   2.改變對地區屬性的信念：地區行銷者可以提供正面資訊，以改變人們對地區重要屬

性的正確認知，此稱為「心理重新定位」（psychological repositioning）。如提供高雄都會

區具有港灣優越條件、氣候溫和、房地產價格便宜、發展潛力大等資訊。 

   3.改變對地區競爭者的信念：行銷者可嚐試改變地區購買者對其他競爭地區在評估屬

性的知覺，使其認為其他地區的優點、屬性並沒有原來認為的那麼好。這稱為「競爭降

低定位」（competitive depositioning）的策略，可經由比較資訊（comparison depositioning）

的傳送來達成。如透過都市發展指標資訊的比較，找出高雄地區比其他地區的相對優勢

等。 

   4.改變重要屬性的權重：地區行銷者應找出購買者對地區評估時的優勢屬性，並使其

給予較大的權數。如高雄地區可發展空間的潛力大，可藉此優勢來強力行銷以提升其重

要性。 

   5.提醒注意其他未列入考慮的屬性：地區行銷者可提醒地區購買者未注意到的屬性。

如高雄地區的房地產價格、辦公室租金較台北都會區便宜。 

   6.轉移購買者的理想水準：地區行銷者可改變購買者在評估時對某些屬性的理想水

準。如台北都會區現已產生超載超量的情形，發展的空間有限，若轉移至高雄地區發展

方屬較為明智。 

    因此，若能了解標的廠商與人口選擇遷移的決策屬性因素與權重，透過上述的六種

策略來重新評估地區的發展潛力，並將地區之發展遠景予以全面系統性的整理，結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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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技之動態表達方式，主動提供給高素質人口與產業在定居發展決策時參考，將有助

於促進用腳投票（vote with the feet）的自由流通市場。 

 

  四、購買決策行為的產生 

    在上述以多評準決策理論與模式來對可行方案進行評估時，主要是探討決策者事前

對選址決策問題的態度，而並對照實際行為的發生，亦未探討決策行為後的反應。對態

度與行為的區分與結合的研究，源自心理學者 Victor Vroom 的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 

    基本上，期望理論認為人們之所以採取某種行為，是基於他認為該行為可得到某種

結果，而這種結果對他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Fishbein（1975）則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

以行為意圖模式來預測、解釋與改變某特定行為，其行為意圖模式（Fishbein’s Behavioral 

Intentions Model）之基本論點是行為受到行為意圖的影響，而行為意圖則同時受到決策

者對該行為的情感性態度與該行為之主觀性規範的影響(汪明生，1994:27)。 

 

  五、購後行為 

    在購買或體驗所選擇的地區後，當能體驗出某種程度的滿意或不滿意。消費者憑藉

此項滿意度，便會有某種購後行為的表現，至於購後行為的類型，可分為兩大類型(Kotler 

et al.,1993:56-59)： 

   (一)購後滿足(postpurchase satisfaction) 

    倘若地區的產品與購買者的期望相符，則消費者能獲得滿足；倘若超過期望，則有

高度的滿足；倘若不及期望，則產生不滿足。以上的感受則決定購買者是否再次選擇同

樣的地區，並提供對地區有利與否的觀感給其他人參考。 

   (二)購後行動(postpurchase actions) 

    消費者對其購買選擇的滿足或不滿足，都將影響日後的行為。如果因購買而滿足，

則其下次再度購買此產品的機率將較大；同時，也可能對其他人稱道此一產品的優點。

就行銷的術語「滿足的顧客，就是我們最佳的廣告─以服務代替行銷」。 

    所以，對於已至本地發展的標的廠商與人口提提供遷移後的回饋、追蹤與良好的售

後服務，將可提昇地區的品質與績效評估，並可影響仍在評估中的顧客。就此而論，又

符合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對於行銷趨勢的論述，行銷不僅是單一要素的注重，甚至與其他

環節，包括執行或控制形成交互影響的動態關係。 

第二節  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消費者行為分析 

壹、內湖科技園區的消費者行為分析 
  一、2003 年產業調查報告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與台北市政府主計處於 2003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31 日對內湖科技

園區廠商進行第一次的產業調查，該產業調查報告並於 2003 年 6 月公佈。據該報告分

析，吸引企業進駐內湖科技園區的原因主要有九項，其中前四項百分比都在 30%以上，

顯示對進駐企業而言是很重要的購買行為誘因。其依序為「看好未來的擴充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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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成本較低」、「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聚落效應」等，如表 5-2。 

 

表 5-2  內湖科技園區吸引工商企業選擇進駐園區之問卷原因分析 

項目別 有回答之企業家數(家) 百分比(%) 

總計 1,503 100.00 

看好未來之擴充性 888 59.08 

土地及建物成本較低 535 35.60 

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 494 32.87 

聚落效應 458 30.47 

生活機能較完善 220 14.64 

市府良好的服務功能 172 11.44 

允許企業營運總部進駐 146 9.71 

進駐法規鬆綁 119 7.92 

地緣關係(如自有土地、早期

已進駐) 

52 3.46 

         說明：1.企業家數為截至 2003 年 5 月底之統計數字。 

               2.該問卷對於進駐園區之原因項目可複選。 

               3.資料來源：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調查報告(2003)，p.50。 

 

    同時，在該報告中亦強調前四項廠商進駐原因，可做為未來園區規劃的重點，以吸

引更多的工商企業進駐。 

     
  二、2004 年產業調查報告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與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復於 2004 年 4 月 7 日至 5 月 31 日對內湖科

技園區廠商進行第二次的產業調查，範圍並擴及大彎南段工業區及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該產業調查報告於 2004 年 6 月公佈。 

據第二次產業報告分析，吸引企業進駐內湖科技園區的原因如同第一次報告內容相

同主要有九項，其中前四項亦同於第一次調查報告，分別為「看好未來的擴充性」、「土

地建物成本較低」、「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聚落效應」等，如表 5-3。在該報

告中同時強調該四項進駐誘因應作為未來園區開發設計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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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內湖科技園區吸引工商企業選擇進駐園區之問卷原因分析 

項目別 有回答之企業家數(家) 百分比(%) 

總計 1,750 100.00 

看好未來之擴充性 1,129 64.51 

土地及建物成本較低 693 39.60 

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 673 38.46 

聚落效應 301 17.20 

生活機能較完善 213 12.17 

市府良好的服務功能 174 9.94 

允許企業營運總部進駐 134 7.66 

進駐法規鬆綁 108 6.17 

地緣關係(如自有土地、早期

已進駐) 

27 1.54 

         說明：1.企業家數為截至 2004 年 5 月底之統計數字。 

               2.該問卷對於進駐園區之原因項目可複選。 

               3.資料來源：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調查報告(2004)，pp.71-72。 

 

    盱衡第一次及第二次調查報告對內湖科技園區進駐廠商的原因分析，吾人有以下評

述： 

第一、就調查報告而言，尤其是 2004 年的第二次調查報告，雖然如同第一次報告 

      分析歸納出吸引廠商進駐的前四項原因為「看好未來的擴充性」、「土地及 

      建物成本較低」、「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及「聚落效應」等，惟在 

      該報告第 19 頁之圖 2『企業進駐內湖科技園區原因』，前四項所得之數據分 

      別為：64.51%、37.46%、39.60%、35.83%，而在第 71 頁之表 20『台北內湖 

      科技園區吸引工商企業選擇進駐原因分析表』中之數據則為：64.51%、 

      39.60%、38.46%、17.20%；雖然在進駐原因排序上均相同，但數據呈現卻不 

      同，顯示出此次調查報告之執行單位─台北市政府主計處未能進一步核對 

      相關數據，使其數據首尾一致，而這種情形吾人在本文第四章對內湖科技 

      園區產業概況分析之表 4-22、表 4-23、表 4-24 及 4-25 後之評述中亦曾提及。 

      希望台北市政府未來再進行第三次產業調查時能加以改進，以免因數據的 

      前後不一致，致使對官方資料的正確性產生懷疑。 

第二、2003 年為首次對內湖科技園區進行產業調查，在相關資料未建立的情況下， 

     其對廠商進駐原因的歸納分析之數據相當値得參考，但 2004 年調查報告分                  

     析的進駐原因甚至在原因的排序上均與 2003 年相同，其所反映的意義為： 

     該次調查報告對廠商進駐原因所得論據完全是建立在前一次報告之基礎上 

     進行封閉式的問卷設計，亦即在 2003 年已建立之數據下再次要受訪廠商就 

     固定選項回答；須知進駐 2004 年廠商數與 2003 年不同，呈現大幅成長，應 

     可再歸納不同的原因呈現，作為台北市政府未來對內湖科技園區能進行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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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的規劃，然而 2004 年調查報告在原因及排序不變的情形下，再次顯示出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對產業調查之便宜行事。就後續決策以及從事相關論題的 

     研究者而言，台北市政府對一份大規模產業調查報告的正確性與重要性，仍 

     需加強改進。 

第三、為了解這二份報告能否真正反映出廠商意見，筆者曾就進駐廠商進行訪談， 
     其中，受訪者 G1、G2、G3、G5 等對此兩份調查報告持保留態度；G4、G6     
     則持肯定態度，受訪者 G6 並如此表示「整份報告基本上蠻正確的，能反映 

     廠商的需求；除此之外，園區廠商也可以透過每三個月定期與市長的座談來 

     反映意見」(受訪者 G6，2004.7.8.)。惟對於為何受訪廠商會產生不同認知？ 

     吾人認為這與受訪者未見過這兩份調查報告內容有關。在本文中接受訪談的 

     對象均為該企業之管理部門經理，由於受訪者 G4 與 G6 等均表示見過此份 

     調查，因此對該份報告持肯定立場，但受訪者 G1、G2、G3、G5 等均表示不 

     知有此份調查，可能由該企業的其他部門回答，因此持保留態度。 

     對此，吾人復再查閱該兩份調查報告，均未說明該份調查問卷之受訪對象是 

     否統一，受訪者可能為該企業之管理部門、人力資源部門或公關部門，如果 

     在受訪對象未統一的情況下，受訪意見自然會產生不同的差異。因此，未來      

     對於調查對象的說明與統一測試，亦為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與主計處進行產業 

     調查需改進之處。 

第四、在兩次的產業問卷調查中均未設定或詢問廠商如何獲知內湖科技園區的相 

      關資訊，吾人認為如果在兩次的調查問卷中能得到廠商究竟是如何獲得資 

      訊來源的數據，對台北市政府而言，就可以找出適當的銷售通路，甚至可 

      以確定何種通路對其影響最大。如此一來，既可有效將資訊擴散至未來的 

      目標市場，又可確定何種通路產生了最大的效益，避免將有限資源盲目投 

      入各種預想的通路中。而這同時也反映了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相關人員對行 

      銷概念的陌生，及建立行銷專責組織的必要性。 

第五、以上均屬於內湖科技園區產業調查報告在操作過程中的闕失，惟就地區行 

      銷概念而論，從二次調查報告之廠商進駐原因分析，對照本文在第四章中 

      已歸納分析出內湖科技園區的 SWOT 分析，說明了廠商的購買行為確實 

      受到內科既存的優勢(S)及未來的機會(O)的影響。 

 

貳、內湖科技園區消費者的需求分析 
  一、2003 年產業調查報告 

    根據 2003 年內湖科技園區廠商第一次產業調查報告分析，園區已進駐之工商業與

企業最希望的獲得的服務需求計有十二項，如表 5-4 所示。其中前六項百分比都在 12%

以上，顯示是進駐企業較迫切的需求。其依序為「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通勤巴士」、「提

供相關優惠措施」、「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協調增建停車場(塔)」、「提供融

資訊息」、「提供廠地、廠房仲介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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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內湖科技園區內企業最希望獲得服務項目需求問卷分析 
項目別 有回答之企業家數(家) 百分比(%) 

總計 1,500 100.00 
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通勤巴士 905 60.33 

提供相關優惠措施 877 58.47 

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 668 44.53 
協調增建停車場(塔) 593 39.53 

提供融資訊息 357 23.80 

提供廠地、廠房仲介資訊 180 12.00 
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 52 3.47 

協調進駐法規及項目鬆綁 36 2.40 

協調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 33 2.20 
豐富生活機能 30 2.00 

協助解決攤販及垃圾問題 7 0.47 

園區增設辦理工商登記窗口 5 0.33 

         說明：1.希望獲得之服務項目需求可複選。 

               2.資料來源：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調查報告(2003)，p.51。 

 

    同時，該報告亦強調前六項服務性需求原因顯示出是企業較迫切的需求，因此如在

行政作業及資源許可下，應優先予以完成。 
 
  二、2004 年產業調查報告 

    2004 年對內湖科技園區廠商進行第二次產業調查報告分析，就受訪之園區已進駐廠

商最希望的獲得的服務需求計有十二項，如表 5-5 所示。其中前六項百分比都在 25%以

上，顯示是進駐企業較迫切的需求。其依序為「提供相關優惠措施」、「協調增闢行駛園

區之通勤巴士」、「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協調增建停車場(塔)」、「無線寬頻

服務」、「提供融資訊息」等。 

    同樣地，在該報告中亦說明由於前六項需求的比例極高，是園區廠商期盼優先滿足

之需求，如在行政作業及資源許可下，應優先納入考量並盡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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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內湖科技園區內企業最希望獲得服務項目需求分析表 
項目別 有回答之企業家數(家) 百分比(%) 

總計 1,746 100.00 
提供相關優惠措施 1,107 63.40 

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通勤巴士 1,067 61.11 

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 825 47.25 
協調增建停車場(塔) 766 43.87 

無線寬頻服務 532 30.47 

提供融資訊息 467 26.75 
提供廠地、廠房仲介資訊 199 11.40 

協調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 48 2.75 

協調進駐法規及項目鬆綁 46 2.63 
豐富生活機能(如餐飲、郵局等) 37 2.12 

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 28 1.60 

協助解決攤販及垃圾問題          10 0.57 

         說明：1.進駐園區廠商需求原因項目可複選。 

               2.資料來源：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調查報告(2004)，p.72。 

 
    盱衡第一次及第二次的產業調查對園區廠商的需求分析，吾人有以下評述： 
第一、兩次調查報告分析之廠商需求大部份相同，其間需求差異者為 2004 年增加 

      一項提供「無線寬頻服務」，並減少了「園區增設辦理工商登記窗口」的需 

      求，減少之項目者，顯示了園區廠商確實已知道透過園區服務中心洽辦各 

      項工商登記業務；惟在 2004 年園區廠商所反映之各項需求，除「提供相關 

      優惠措施」、「增建停車場(塔)」、「無線寬頻服務」、「協調進駐法規鬆綁」及 

      「豐富生活機能」等五項需求均需要時間來逐步實現並與其他權責機關協 

      調外，其餘者包括「行駛園區之通勤巴士」、「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提 

      供融資訊息」、「提供廠地、廠房資訊」、「協調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 

      「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及「協助解決攤販及垃圾問題」等七項，均 

      可在立即時間內予以滿足或解決，然而從 2003 年到 2004 年，經過一年後 

      消費者(廠商)又同樣出現相同需求，這除可顯示出台北市政府對於廠商需求 

      的調查又是在基於前一年的基礎進行外，更反映出對於廠商需求解決在效 

      率上的瑕疵。 

第二、就地區行銷的概念而論，上述園區廠商(消費者)所提出之需求者，可歸納為四大

類，包括：價格因素─提供相關優惠措施，地區環境因素─通勤巴士、短程巴士、

無線寬頻服務、增建停車塔(場)、改善交通措施、豐富生活機能、解決攤販及垃

圾問題，政策因素─進駐法規鬆綁，以及通路因素─提供融資資訊、提供廠地(房)

資訊、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等。其中通路因素所引發之需求，原可由內科服

務中心來加以滿足，但該行銷執行組織本身即缺乏足夠的資源，致使無法提供滿

足上述需求的功能。對照吾人在第四章對內湖科技園區之劣勢分析，說明了這幾

項消費者需求行為，亦正反映出內湖科技園區目前亟需改善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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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八次台北市長與園區廠商的座談會 
    自 2001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04 年 1 月 6 日止，台北市政府共與園區廠商暨園區周

邊里長進行八次「市長與園區廠商座談會」。就購買後行為觀點，行銷止於滿足消費者，

因此，本文認為此八次座談會與前述二次產業調查報告中所呈現之園區企業目前最需的

服務性需求，都是顧客滿意度的反應。 
    園區廠商在八次座談會中，共提案計 360 案，經台北政府建設局歸類為：園區進駐

問題類、園區交通類、及其他類等三項，如表 5-5 所示。 
 

表 5-5  「台北市長與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廠商座談會」歷次會議提案類別統計表 

 園區進駐問題類 園區交通問題類 其他類 合計 

第一次 41 48 24 113 

第二次 26 21 14 61 

第三次 25 14 5 44 

第四次 19 13 10 42 

第五次 10 14 5 29 

第六次 9 6 7 22 

第七次 ８ 12 5 25 

第八次 ７ 9 8 24 

合計 145 137 78 360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建設局(2004 年 6 月)。 
 
    從上表中可以觀察出廠商問題呈現逐次遞減的趨勢，如此既可以顯示出廠商對園區

問題的減少，亦即為對北市府提供的服務滿意度遞增外，同時可反映出北市府對廠商意

見的回饋與修正的行為表現。 
    「市府絕對有誠意解決園區內廠商的問題，你可以從廠商的提案數逐步減少，看出

市府的服務績效，廠商的需求市府絕對重視，否則市長就不會每三個月來一次，秘書長

每一個月來一次，執行長每個星期來一次。」(受訪者 A2，2004.2.24.) 

 

    此外，在上述 360 件園區廠商提案中，依北市府的稽核管制分級標準，將其分為：

己依案執行完成的 A 級、正依案執行的 B 級、依計畫執行的 C 級，以及無法執行的 D
級等。 
    其中，經建設局內部的稽核：A 級案件共 308 件；B 級案件共 7 件；C 級案件共 5
件，共計 320 件，不屬於台北市政府業務或未便採行者，共 40 件，會議決議執行率達

96.25%，如表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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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台北市長與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廠商座談會」歷次會議提案處理情形統計 

項目 

 

項次 

請求協助

案數 

非北市府業

務已接洽權

責機關辦理 

未便採

行＊ 

北市府應

辦事項○1

已協助辦理

完竣○2  

A 級 

正依案

執行 

B 級

計劃執

行 

C 級 

執行績效 

（○2 /○1 ）% 

第一次 113 1 7 105 103 1 1 98.10% 

第二次 61 4 3 54 53 0 1 98.15% 

第三次 44 2 5 37 36 1 0 97.30% 

第四次 42 2 0 40 39 0 1 97.50% 

第五次 29 0 3 26 24 2 0 92.31% 

第六次 22 0 5 17 15 0 2 88.24% 

第七次 25 2 4 19 17 2 0 89.47% 

第八次 24 1 1 22 21 1 0 95.45% 

總計 360 12 28 320 308 7 5 96.25% 

說明：1.＊表示係因相關法規無法依循或案涉中央法令且與法令抵觸致無法執行。

     2.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建設局(2004 年 6 月)。 
 
    總之，從台北市長與園區廠商及園區周邊里長八次的座談會，吾人有以下評述： 
第一、本文在第四章關於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勢分析，已論述對於消費者(廠商)購後 
      行為的掌握並且與廠商互動頻繁，為內科對外行銷的優勢之一。即便台北 
      市政府介入的時間不算長(2000 年)，園區發展的一開始雖然是個美麗的意 
      外，惟台北市政府透過八次的座談會，直接面對消費者購後行為(與廠商座 
      談)所產生的回饋，除顯示出對廠商的重視外，針對廠商所提意見在可行範 
      圍內適度地修改法令，以及儘可能提供廠商所需的服務，確實為造成今日 
      內科更加蓬勃發展的原因。 
    「雖然內科的發展早期是由廠商自行成形發展，但後來市府積極介入，對進駐廠商

的限制逐步放寬(自2000年7月5日起進行了七次的放寬產業進駐公告)，市長並自2001

年 4 月 30 日起連續與廠商進行八次的座談，針對廠商所提出的各項服務性需求，逐步

進行改善，甚至市長承諾廠商每三個月來園區一次，秘書長每一個月來一次，我則是每

一個星期到園區。」(受訪者 A3，2004.2.25.) 

    「廠商的提案有沒有獲得接納，在園區內馬上就可以看得到，要不然他們也可以打

電話來問進度；還有，有趣的一點是建商及不動產仲介公司比園區業者更關心各項提

案，然後會主動宣傳，作為他們行銷的賣點；最後，則是透過上述的網站進行公告廠商

提案的處理情形。」(受訪者 A2，20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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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次座談會廠商之提案內容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歸為園區進駐、交通及其他 

   等三大類，惟這些廠商提案問題之分類無法充分反映 2003 年及 2004 年二 

   次產業調查報告中廠商所提服務性需求之項目，尤其八次座談會紀錄之彙 

   整係在 2004 年 6 月，而第一次調查報告之內容數據早已建立(2003 年 6 月)， 

   因此吾人認為建設局應在調查報告的分類基礎上再做細部分項，使座談會 

   紀錄與產業調查報告相互一致。 
第三、對於消費者(廠商)購後行為的掌握並與消費者互動頻繁固然為內科的優勢之 

     一，但在 2004 年 6 月公佈之第二次調查報告中園區內受訪廠商又表達出同 

     樣需求包括政策因素之園區進駐問題，以及地區環境之交通問題等，對此台 

     北市政府建設局內部自行稽核則認為除涉及不歸北市府之事項外，其餘事項 

     之執行率已達 96.25%，如果早已滿足或正在執行中，何以 2004 年第二次調 

     查會再出現同樣需求？即便在上述受訪者 A2 之訪談紀錄中表示會將提案處 

     理情形公佈在建設局所屬網站，但吾人認為這仍屬被動作為，針對提案廠商 

     之問題，建設局本來就有義務主動回覆，也許提案廠商早已忘記當初所提的 

     問題，然而透過市府主動的追蹤與函覆，就消費者管理概念而言，如此一來 

     更可深化組織(市政府)與消費者(廠商)之間的關係；再者，當時參與座談會 

     的廠商數，可能與 2004 年對園區進行全面性普查，在樣本上不同，但是如 

     果新進駐園區的廠商依然表示同樣需求，就表示建設局自認的執行力與已解 

     決者，與真正消費者的認知之間呈現相當明顯的落差。 

 

 

 

第三節  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規劃 

    台北市政府對於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規劃，包含行銷目標及行銷策略等，吾人就地

區行銷的概念，歸納分析相關文獻資料論述如下：  

壹、行銷目標 
    依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於 2004 年 1 月發表「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產業發展現況與前景

規劃」報告，提出內湖科技園區未來的行銷目標如下述： 

  一、創造更高的產值 
    台北市政府預估至 2006 年園區進駐廠商可達 2,500 家，工作人口可達 10 萬人，年

營業額數值將逾新台幣兆元，若再結合鄰近之大彎南段工業區、倉儲批發區、北段商業

娛樂區等之產業規模，企業廠商估計將達 4,000 餘家，工作人口達十五萬人，年營業額

數值更將高達新台幣一兆五千萬元，期望未來成為台北市的超級金雞母。 
  二、塑造台北科技走廊的遠景 
   (一)利用鄰近台北市的區位優勢，建構內湖科技園區為「臺北科技走廊」產業 
      軸帶（Taipei Technology Corridor；TTC）「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內湖科 
      技園區」─「南港軟體園區」之發展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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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揮資訊、通訊、生技等科技產業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並配合松山 
      機場未來可能成為兩岸直航機場之推動，吸引國內、外科技產業之企業總 
      部、研發中心進駐，營造內湖科技園區成為科技產業之亞太運籌研發重鎮。 
   (三)建構完整園區寬頻無線網路，配合目前園區已進駐之亞聯通訊、數位聯合    
      、東森、遠傳、速博、是方電訊等重量級第一、二類電信廠商，推動發 
      展成為亞太電信中心。 
   (四)未來以內湖科技園區為發展動力核心，再結合鄰近之大直重劃區、大彎北 
      段娛樂商業區、南段輕工業、倉儲區及羊稠段工商展售區等周邊用地，則 
      產業、住宅、文教、批發、倉儲、商務等各項機能具足，擴大發展成為總 
      面積近 700 公頃之「大內湖科技園區」，屆時其競爭力與發展潛能將可媲美 
      新竹科學園區。 
 
貳、行銷策略 
    行銷策略為目標市場、行銷定位與行銷要素組合等三大總體概念的綜合運用，基

此，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之行銷策略，茲分述如下： 

  一、目標市場 

    依照「台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原始內湖輕工業區的目標

市場(即得以進駐的業別)包括： 
   (一) 汽車修理業；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前四項行業之相關工業(第四條第一款)。 

   (二)印刷、製版、裝訂業；針織、成衣及服飾製造業；乙種汽車修理業；使用雷射、

光電加工之工業，及光學相關工業；使用高週波機之工業；科學儀器及其他精密儀器製

造業；電子產品、資訊設備及其零組件製造加工業；半導體製造加工業(具備離子擴散

爐之晶圓製造工業除外)；通信機械製造業；電氣器具製造修配業；鐘錶製造業；塑膠

製品加工業；化妝品製造業；唱片製造業；家具製造業；玩具製造業；液化石油氣車改

裝廠；珠寶及貴重金屬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第四條第二款)。 
   (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之社區遊憩設施、飲食

業、日常用品零售業之飲食成品、糧食、水果、金融保險業及醫療保健服務業﹔社會福

利設施：附設托兒、托老設施﹔公共事業設施之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站(第四

條第三款)。 
   (四)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四十三條之一之策略性產業(第四條第四款)。 

    由於內湖科技園區原始的定位在於「內湖輕工業區」，因此該辦法第四條規定之目

標市場均與現今的「科技園區」定位不同。後經 2001 年 5 月 21 日結合產官學共同舉行

的「內湖輕工業區未來發展方向」會議結論：應朝資訊、生技產業及研發、設計為主的

「高科技園區發展」，2002 年 7 月 26 日公告之「變更台北市『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原

內湖輕工業區)計畫圖書中確定：未來內湖科技園區為研發、設計中心」，以及 2004 年 1

月發表「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產業發展現況與前景規劃」報告，逐步確定現今台北市政府

行銷內湖科技園區之目標市場，區分為核心與次核心產業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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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核心產業：係指資訊、通訊、生物科技等高科技產品之研發、設計、檢驗、 
      生產等產業。 
第二、次核心產業：係指核心產業相關之批發、貿易、修理業務等產業。對此， 
      台北市政府係採負面表列方式進行公告；此外，為達到次核心產業輔助核 
      心產業之功能，台北市政府並規定進駐園區之次核心產業必須繳納一定比 
      例金額之回饋金。 
    在目標市場的區隔下，目前進駐園區之廠商產業別經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彙整為製造

業、研發設計業、資訊服務相關行業、通訊服務相關行業、企業總部及其關係企業、外

國經貿科技商務中心、支援性產業及相關服務設施等八大類(請查閱：

http://www.dortp.gov.tw/big5/content)。 

  二、行銷定位 

    在目標市場的區隔下，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定位在於期望內科成為全

球高科技產業之亞太企業營運總部、研發中心、人才育成中心、及電信中心等。 
  三、行銷要素組合 
   (一)產品─從內湖科技園區到大內湖科技園市的未來擴充性 
    雖然台北市政府未對內湖科技園區進行 SWOT 分析，但吾人在第四章已歸納分析

出該園區在產品上的優勢（S）為聚落效應(從產業聚落→企業總部→亞太電信中心)，甚

至在產品的機會（O）上將有內科未來的擴充性(大內湖科技園市、台北科技走廊)、科

技與人文結合的開放空間、園區與社區居民融合共生等；至於其在產品上的劣勢（W）

則為依附產品所生之地區環境因素，包括交通與生活機能等。 
    相對於該產品所擁有的優勢、劣勢與未來可能的機會，台北市政府基於第一次產業

調查結果及八次與廠商的座談會中廠商所提出的服務性需求，在 2004 年 1 月公佈之「台

北內湖科技園區產業發展現況暨前景規劃」報告中，提出未來園區成為更具吸引力「產

品」的具體推動作法，包括： 
    1.規劃設置「產業創新交流中心」 
  台北市政府將配合行政院 2003 年「五百億擴大公共建設方案」項下之規劃類計畫

－「地方產業交流中心計畫」，正進行「臺北市地方產業交流中心開發可行性評估及先

期規劃案」，擬以本園區內 1.5 公頃之「產業支援設施用地」為評估方案之一，規劃設置

以科技、創意產業作為主軸之「產業創新交流中心」，提供作為產業技術研發、商機開

發、人力資源培訓、以及資訊、產銷、創意的平台，以挹注園區產業發展動能。 
    2.推動園區交通改善方案 
    ○1 規劃園區通勤專車 
    園區及周邊公車路線行駛路線已達 34 線，便捷性應已足敷園區基本需求，惟針對

園區尖、離峰公車利用率明顯差異之特性，及補強大眾運輸系統直捷性不足部分，將以

強化與捷運系統之接駁功能為規劃原則，規劃利用既有捷運接駁公車，調整路線於尖峰

時段提供園區與捷運站間直捷巡迴公車服務。 
    ○2 規劃停車空間 
    園區各建築物室停車位已劃設 11,000 個停車位，惟隨著園區企業大量進駐及商業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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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發展，停車空間仍顯不足，除消極性增設路邊停車位外，並積極鼓勵民間將閒置空地

開闢停車場。 
    3.推動園區景觀改善方案 
  隨著廠商及其員工之陸續進駐，一方面展現園區之日益發展，一方面亦漸凸顯園區

整體環境品質亟須提升，爰為型塑「美麗內科」之具體意象，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已擬定

園區景觀改善方案，並由北市府相關之工務局、發展局、環保局、交通局、警察局等各

相關單位配合推動落實，重點如下： 
    ○1 園區入口意象建立：包括堤頂交流道、北勢湖環保公園及扶輪親恩公園    
      等三處。 
    ○2 行道樹、中央分隔島、花台、綠籬、綠地加強綠美化：包括堤頂大道二  
      段、民權大橋至瑞光路口段等路段。 
    ○3 人行道維護與更新：瑞光路、基湖路、堤頂大道二段、瑞光路至堤頂大   
      道之港墘路等八處路段。 
    ○4 路燈及候車亭美化或造型設計：包括瑞光路、堤頂大道至瑞光路間之民  
      權東路六段。 
    ○5 園區公私有空地、開放空間綠美化：依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訂「臺北 
      市建築空地維護管理辦法」，宣導及協調土地所有權人進行空地綠美化。 
    ○6 路霸專案：由警察局內湖分局列為巡邏重點，尤其針對攤販密集時段，加   
      強取締告發，並且經台北市政府統計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迄今，已舉發違 
      規設攤 268 件以上。 
    ○7 推動企業認養堤防及公園綠美化：依「臺北市堤防認養」推動堤坡認養， 
      另瑞湖、北勢湖公園及 2004 年即將闢建完成之 107 號公園，均可由有意 
      願之企業辦理認養。 
    此外，台北市政府為持續強化內湖科技園區(產品)的吸引力，在台北市產業策略中

之未來遠景(http://www.dof.taipei.gov.tw/intranet/clientfile/911126.doc)，其中目標二：營造

高科技產業聚落，為達成此目標擬定之策略為：形塑內湖科技園區，並規劃執行方案與

預期成效如下： 
    1.執行方案： 
     ○1 修訂「台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 
     ○2 規劃興建台北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 
    2.預期成效： 
     ○1 完成「台北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之修訂，發展園區成為科技性企 
       業營運總部聚落基地、全球電子產業運籌中心及台灣電信中心。 
     ○2 本園區為開放型園區，「內科服務中心、市民運動健康休閒中心及文化會 
       館」整體工程預定於 2005 年底前完工26，側重服務功能之發揮。 
    最後，為了達成「大內湖科技園區」之未來產品的機會，乃至於「台北科技走廊」

                                                 
26 關於內湖服務中心的興建工程，截至 2006 年 8 月 28 日為止，仍處於挖地基的階段，尚未涉及主體結

構工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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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遠景，台北市政府於 2006 年 6 月 16 日研擬了〈台北市工業區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草
案)如附錄 6，在該條例中將未來台北市內的工業區區分為七大類，包括：一般工業區、

科技工業區(內湖科技園區，規劃中之北勢湖工業區及新明路工業區)、輕工業使用之工

業區、倉儲使用之工業區、策略性工業區(南港區部分工業區)、軟體工業特定專用區(南
港軟體工業區)、及科技專用區(規劃中之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等，更授予台北市政府對

於產業發展、進駐產業類別、特定產業區之劃分及廠商服務等權限(第三條)，該條例草

案較於原「輔導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之所賦予北市府之裁量權，更具有正式法

律位階的合法性。 
   (二)價格 
    吾人在第四章已說明內湖科技園區在價格下的優勢為「土地建物成本較台北同級區

位較為低廉」，這項優勢條件不僅在兩次產業調查報告中經分析確實均為吸引廠商進駐

的主要原因，並且業經受訪之建商、不動產公司及所有廠商一致的同意；然而，除了土

地成本較為低廉外，吾人亦分析內科在價格上的劣勢則為整體租稅優惠不足。 
    雖然在整體租稅優惠與同一體系內的新竹科學園區，以及不同政治體系如中國大陸

等均仍處於劣勢，但是台北市政府在租稅獎勵上仍有以下規劃： 
    1.台北市政府於 2004 年 1 月 20 日公佈實施「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未來

對諸如內科、南軟之專業園區內廠商及台北市生技業者，如屬新創或增資資本額逾五千

萬元者，提供以下獎勵： 
     ○1 勞工訓練：提供勞工訓練或補貼 50%自辦訓練費，最高 50 萬元(第四條)。 
     ○2 租稅補貼：企業自有不動產之房屋稅、地價稅前二年補貼 100%，後三 
       年補貼 50%，最高 5 千萬元(第五條)。 
     ○3 融資利息補貼：協助企業取得低利融資或協調金融機構融資，補貼年利    
       2.5%以下２年，最高 5 千萬(第六條) 
    2.台北市政府建設局除正研擬「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自治條例」(草案)外，  
並於 2004 年度編列預算 600 萬元，將對 台 北 市 生 物 科 技 產 業 之 推 動 成 效 優 良 者

提 供 獎 勵 金 ， 獎 勵 項 目 包 括 ：  
    ○1 商 品 化 獎 勵 ： 每年就生技廠商之單一技術進行商品化之成果辦理競賽 
        ，其經評定獲選者，前第一至第三名依次頒發獎金 100 萬元、60 萬元以 
        及 40 萬元以資鼓勵，合計每年商品化總獎金額為 200 萬元。 
     ○2 創新獎勵，每年總獎額為 40 萬元，將就生技廠商獲得之專利數目為主要 
       依據，辦理創新獎勵之評比，其中最優之前三者，分別頒給 20 萬元、15 
       萬元以及 5 萬元之獎勵金。 
     ○3 台北市公民營機構移轉其生物科技研發成果予台北市生物科技廠商著有   
       績效者，前三名頒發依序頒發 60 萬元、40 萬元以及 20 萬元，合計總獎  
       金額 120 萬元。且前述技轉獎勵金之發給，主管機關可指定獲獎公民營機 
       構就所受領獎金之用途限定於該機構下轄技轉單位所實際從事之技轉相 
       關事宜為原則。 

○4 台北市育成中心培育本市生物科技廠商著有績效者，經評鑑為優等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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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40 萬元之總獎金額度內，就每一獲評為優等之育成中心頒發 50 萬元以  
       內之獎勵金。 
    對此受訪者 A6 以財政的立場，說明地方政府能給予內湖科技園區的協助： 
    「地方政府能運用的政策工具，包括：第一、都市計畫的工具，透過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業種及容積率的開放，以及行政程序上的簡便；第二、租稅工具，包括減稅、

免稅，但這是屬於中央的權責，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場，則是透過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

給予地價稅、房屋稅的優惠勞工訓練補貼、融資上的優惠，甚至是給予特殊專案(飛龍

計畫)的優惠，包含振興經濟方案、推動創業投資方案、招商投資獎勵方案、推動國際

經貿方案、市有土地開發管理方案等；第三、土地工具，包括市有土地在出租、出售及

設定地上權等給予各項優惠。 

    總之，內科既是台北市的金雞母，為幫助這隻金雞母，台北市政府已盡量釋出地方

政府所能掌握的資源，盡量給予園區內的廠商各項協助，所以，內科的今天是政府與廠

商共同努力的結果！」(受訪者 A6，2004.7.7.)。 

   (三)促銷 
    台北市政府對於內湖科技園區的促銷規劃，包括： 

    1.規劃市長與園區廠商及鄰近周邊居民代表座談會，這項舉措除了解園區與  
      周邊社群居民的需求(消費者購後行為)外，並透過產官對話交流，期盼能 
      在有效解決廠商問題後、進而產生口碑行銷的效應。 

     2.編印中、英文園區簡介等招商文宣資料，如《亞洲運籌、再造高峰》(To the     
      summit of achievement in Asia)、《數位台北、躍進全球》(Digital Taipei,One  
      Leap to the World)、《企業營運總部在台北：亞洲之心、運籌之路》 
      (Headquarters in Taipei)、《亞洲新矽谷：台北科技走廊(營收破兆)》(The New  
      Asian Silicon Valley:Taipei Technology Corridor)、《台北力：台北優點、全球 
      焦點》(Taipei Leads:The Pulse of Taipei,Focus of the World)、《科技台北的動 
      力核心：台北內湖科技園區》(High Tech Taipei’s Core: Taipei Neihu  
      Technology Park)，及《內科奇蹟：一個首都科技園區的誕生》等預定於建 
      設局一科及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陳列供索取，並規劃於經濟部舉辦之年 
       度國際招商大會之場合中設置攤位向參與人士推介園區投資環境。 
     3.規劃四次(2003、2004 及 2006 年)市長赴國外招商，介紹內湖科技園區為台 
       北矽谷，藉以招商引資。 
     4.規劃一系列的公共關係活動，包括： 
       ○1 規劃在園區舉辦一系列科技產業高峰論壇，型塑園區為高科技產業聚落 
         形象。 
       ○2 規劃在園區舉辦一系列內科活力月活動。 
       ○3 規劃在園區舉辦一系列內科藝文季活動。 
       ○4 規劃在園區舉辦一系列園區廠商與鄰近社區的聯誼活動。 
     5.規劃發行內湖科技園區 e 周刊電子報，形成園區動態溝通網。 
     6.不定期促銷：利用內科服務中心不定期接待國內外各式訪問團參訪園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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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行銷園區現況及未來擴充為台北科技走廊的遠景。 
 
    對於上述促銷策略，受訪者 A4 如此表示：「就內科形成的過程可知是高科技產業自

然聚落效應的作用，因此早期台北市政府對於內科是採取「因勢利導」策略，但是政府

不能只放任產業自行發展，必須因應產業發展趨勢，選定對台北市最有利的產業，所以

我們在「因勢」的基礎上，以企業營運總部及七次的公告選定核心與次核心產業，作為

內科產業發展定位，並規劃相關的配套措施。 

    在利導的前提下，我們在最近一、二年透過各種方式對內科進行行銷，包括：第一、

市府內部既有刊物，如台北畫刊、建設局自行印製的文宣品及網站等，行 

銷內科；第二、透過外交部、僑委會等駐外單位，及市長接待外賓時，對外行銷內科；

第三、市長主動到國外舉辦招商，說明台北市及內科的投資環境；第四、主動參加經濟

部及外貿協會辦理之國際招商大會，設置攤位行銷內科；第五、在園區內舉辦一系列的

高科技論壇，例如四月份與電子時報舉辦之「台北科技走廊系列論壇」，以及將在十二

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舉辦之「2004 台北創投 Vs.科技產業系列論壇」等。第六、內科服

務中心在園區內舉辦一系列的活力月活動。」(受訪者 A4，2004.12.16.)。 
   (四)通路 
    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通路主要為網路，包括： 
    1.台北市政府建設局之工商服務網(http://ibs.taipei-elife.net) 
    2.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網站(http://neihu-c-iweb.com) 
   (五)政策 
    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在地區行銷要素之「政策」乙項，又可區分為針對目標

市場、行銷定位及價格等三類，包括： 
   第一類政策─針對目標市場 
    1.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詳見附錄 2-1，其中第四條第五款授權台北市政 
      府得以進行認定目標產業之公告權利)； 
    2.九次基於輔導管理辦法授權進行之產業認可公告(詳見附錄 2-2，規範得以進 
      駐之產業，使得台北市政府藉此得以逐步確立其對園區的行銷定位)； 
    3.2004 年 1 月公佈「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產業發展現況與前景規劃」計劃(為目 
      標市場之政策。確定園區未來目標市場為核心與次核心兩大類產業)； 
    4.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辦法(詳見附錄 3，規範得以     

 進駐園區之次核心產業)。 

    5.研擬「台北市工業區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草案)(詳見附錄六，授予台北市政 

 府較輔導管理辦法更具法律位階之權限，即透過該條例台北市政府擁有對  

 於產業發展、進駐產業類別、特定產業區的劃分及廠商服務等廣泛的權力， 

 同時透過該條例將台北市工業區區分為七類，有助於「大內湖科技園區」 

 乃至於「台北科技走廊」的成型)。 
   第二類政策─針對行銷定位 
    1.2002 年 7 月 26 日之變更台北內湖科技園區都市計劃公告(確定內湖科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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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的名稱，以及未來為研發、設計中心)； 
    2.企業總部認定程序(詳見附錄 5-1，規範進駐園區之企業總部認定標準)； 
    3.企業總部之關係企業認定要點(詳見附錄 5-2)等。 

   第三類政策─針對價格 

    ◎台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詳見附錄 4，規範目標市場進駐園區之租稅 
      優惠)。     
   (六)地區環境 
    地區環境為內湖科技園區對外行銷的優勢之一，而這項優勢部份是基於園區本身的

條件，包括交通便利與基礎設施完備，部分是基於鄰近台北市的地理區位所形成；而松

山機場成為兩岸未來開放直航的機場，則為園區形塑更佳地區環境的機會，此外，交通

問題，包括通勤專車與停車空間不足，以及腹地受限等則為內湖科技園區在地區環境上

的劣勢。 
    針對園區在地區環境上的優勢，機會與劣勢，台北市政府的對外行銷及規劃做法如

下： 
   第一、基於內湖科技園區地區環境優勢的行銷 
    台北市政府在行銷內湖科技園區的《亞洲運籌、再造高峰》(To the summit of 
achievement in Asia)文宣品中，以『企業首選、潛力無邊』為題，說明園區地區環境的

優勢，包括： 
    1.優越的地理位置：內湖科技園區地處台北基隆河岸的產業軸帶核心，有四通八達

的交通路網，與「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台北知識經濟產業園區」一氣呵成。未來將成

為支持高科技產業發展空間與優質的生活圈。 
    2.活絡的交通網絡：內湖科技園區有九大高速道路系統環繞，便利的環狀交通系統，

可快速連接松山機場、中正機場、竹科園區和基隆港，即將興建的內湖捷運線，與貫穿

台北主要交通動脈的捷運網相連，可大幅節省企業主的時間成本，有效提高營運效能。 
    3.先進的資訊網絡：內湖科技園區為台灣電信重鎮，區內有三家固網公司進駐，提

供進的光纖通訊服務及世界級的電信機房設備，並投資 APCN2(Asia Pacific Cable 
Network 2)、C2C(City to City)海底電纜，連接亞洲各主要城市及美國西岸，充裕的頻寬

與先進的 DWDM 技術，確保企業連外資訊大動脈穩棟且暢通無阻。 
    4.智慧型辦公大樓：從基隆河眺望對岸內湖科技園區，一棟棟設計新穎的建築大樓

林立，眾多企業總部正陸續入主，競逐全球的旺盛企圖，更襯托園區人文與科技並顯的

建築特色，包括： 
     ○1 專業設計地板線槽及開放式線架管道，強化數位辦公空間。 
     ○2 全區設置行動電話強波器，通訊無阻。 
     ○3 設置高速光纖主幹管線，提供客戶自行擴充網際網路、數據專線及專用網 
       址。 
     ○4 純鋼骨超高防震防災。 
     ○5 符合國家安全消防標準，充分維護人身安全、捍衛企業資產。 
   第二、基於台北市地區環境優勢的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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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在《數位台北、躍進全球》(Digital Taipei,One Leap to the World)文宣品

中、行銷台北市的地區環境優勢，包括： 
    1.亞太交通樞紐，產銷最佳據點：台北市位於亞洲大陸東南沿海、東亞島弧的中央

位置，是亞太地區海、空運交通的要道；相對於日本東京、美國矽谷與中國大陸，台北

市正好位居中間點，是掌控亞太產銷的最佳據點。 
    2.平均航程最短、有效推動商務：與亞太地區其他主要城市比較，台北市與亞太五

大主要港口(香港、上海、馬尼拉、東京、新加坡)間平均航行時間最短(53 小時)，與西

太平洋七大城市(香港、上海、馬尼拉、漢城、東京、新加坡、雪梨)平均飛行時間也最

短(2 小時 55 分)，立足台北，必可在全球商務時代充分掌握時效優勢。 
    3.都會特色產業結構、優勢產業最佳載禮：從台北科技走廊(TTC)包含士林北投科

技園區─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的介紹，並說明隨著「台北科技走廊」具體

成形，內湖科技園區將可蛻變成科技性企業營運總部的群聚基地、全球電子產業運籌中

心及台灣電信中心。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則將成為全力發展生物科技技術、IC 設計、數位

內容等三大知識產業，集結研發資源成為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示範重鎮。 
    4.穩固的金融集資中心：包括金融環境健全穩定、金融機構完整進駐、及創投企業

發展活絡等主要訴求。 
    5.便捷的網路新都：包括建構台北資訊高速公路‧邁向全方位數位時代、數位生活‧

數位教育、打造數位城市‧全市無線寬頻上網、資訊科技能力‧深獲世界肯定等主要訴

求。 
    另外，台北市政府在《企業營運總部在台北：亞洲之心、運籌之路》(Headquarters in 
Taipei)文宣品中，以「新世紀網路新都」為定位行銷台北市的地區環境優勢，包括以下

的主要訴求： 
    1.新知識經濟的動力─財經健全穩定。 
    2.新知識經濟的魅力─科技先進創新。 
    3.重要產業聚落─台北知識經濟產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4.台北是您最佳投資選擇。 
    5.台北讓您預見發展潛力，其中較為特殊者又為： 
     ○1 目前台北市實際發展重點建設，在於營造高科技產業聚落，發展「南港軟 
       體工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及未來「台北知識經濟產業園區」，成為 
       台北市高科技產業聚落，並串聯基隆河沿岸之產業用地，形成科技產業發 
       展軸帶。 
     ○2 台北市整體軟硬體建設，在國家推動之亞太營運金融、媒體、電信中心的 
       政策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並實施台北市國際化策略，積極將台北與   
       其他城市做跨國性的連結，積極建立本土特色的城市風貌，充實文化、娛 
       樂的設施，將台北市建構成一個具有投資環境魅力的城市。 
     ○3 相較於東京、新加坡、上海、香港，台北市優越的地理位置、資源彙集中 
       心、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獨特的語言溝通優勢、數位落差小、支援性服務 
       業發達，更具成為亞洲運籌中心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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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台北市提供您獎勵與優惠：台北市竭誠歡迎您來投資，近幾年不僅修改投 
資相關法令、簡化投資申請程序，並正規劃多項重要公共建設，鼓勵外商或企業投資興

建。興建項目，包括： 
     ○1 捷運站聯合開發案，投資金額新台幣 700 億元。 
     ○2 台北市文化體育園區(巨蛋)，投資金額新台幣 180 億元。 
     ○3 市議會舊址開發案，投資金額新台幣 50 億元。 
     ○4 台北藝術中心，投資金額新台幣 20 億元。 
     ○5 北投線空中纜車，投資金額新台幣 12 億元。 
    基於上述兩份文宣品對台北市地區環境的行銷，台北市長馬英九四次赴國外招商，

亦強調台北市的競爭優勢如下(ibs.taipei-elife.net)： 
    1.優越的地理位置； 
    2.大台北區域活絡的產業能力； 
    3.活絡的資金市場； 
    4.高素質的人力資源； 
    5.亞洲 IT 產業的資訊交流中心； 
    6.高網路連結之數位新都； 
    7.世界級展覽會場； 
    8.優良的生活環境。 
   第三、基於松山機場未來成為兩岸直航機場之機會規劃 
    內湖科技園區在地區環境的機會之一，即松山機場未來可能成為兩岸直航機場。對

此，台北市政府在產業策略的未來施政遠景

(http://www.dof.taipei.gov.tw/intranet/clientfile/911126.doc)，其中目標一：前瞻的都市─打

造全球化的生產環境，為達此一目標擬定了策略一：預備兩岸直航，同時規劃此一策略

之執行方案與預期成效如下： 
    1.執行方案： 
     ○1 推動「台北松山機場特定區計畫」； 
     ○2 塑造「松山機場的門戶、規劃空、客、捷運轉運中心」； 
     ○3 推動市港合一計畫(市府參與松山機場空港經營)； 
     ○4 推動轉運物流中心計畫。 
    2.預期成效： 
     ○1 因應兩岸直航，重新檢討松山機場周邊 18.63 公頃土地使用，規劃作為空 
       運相關產業使用。 
     ○2 整合松山機場與周邊之客運、捷運站，成為快速轉運之「空、客、捷運轉 
       運中心」。 
     ○3 以都市設計規範，塑造敦化南、北路周邊土地成為「台北入口意向」，推 
       動敦化南、北路金融特定區計畫。 
     ○4 規劃機場與高速公路交流道周邊(包括成功交流道南側之內湖羊稠工商展 
       覽專用區與堤頂交流道附近之基隆河大灣倉儲區)，總計約 42 公頃，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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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儲、物流中心」。 
   第四、基於內湖科技園區地區環境劣勢的規劃 
    台北市政府基於第一次產業調查結果及八次與廠商的座談會中廠商所提出的服務

性需求，在 2004 年 1 月公佈之「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產業發展現況暨前景規劃」報告中，

針對內湖科技園區地區環境上的劣勢，規劃以下作法，包括： 
    1.推動園區交通改善方案：包含規劃園區通勤專車及規劃停車空間(詳見前述 
     行銷要素之「產品」部分)； 
    2.推動園區景觀改善方案(詳見前述行銷要素之「產品」部分)。 
   (七)夥伴 
    台北市政府在 2004 年 6 月 1 日輔導成立以園區內個別廠商為主的內湖科技園區發

展協會，並在 2005 年 9 月 14 日輔導成立以園區內各大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部門為單位

的管理委員會聯合會，這兩個組織的成立協助了北市府除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外，對

園區內廠商服務的三角運作模式。 
    「園區未來也要成立各大樓管理委員會的聯合會，可以代表大樓，個別廠商可以透

過內科發展協會，政府的部份透過服務中心，只要這三角關係運作良好，政府─園區大

樓─個別廠商，園區的發展必然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受訪者 A2，2004.6.30.)。 

   (八)行銷執行組織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為行銷園區的專責執行組織，惟吾人在第四章已分析內湖科

技園區服務中心缺乏足夠的資源(包括經費與權威等)為台北市政府行銷上的劣勢，進而

導致園區廠商對政府效能產生負面的主觀認知。對此，台北市政府的規劃作法，包括： 
    1. 興建「臺北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 
  為提供園區廠商及員工完善之軟、硬體公共服務設施，已規劃於園區內公共服務設

施用地之西湖段四小段四、五地號(基地面積 3,559.13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 23,685
平方公尺)基地，進行「臺北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及教育局「市民運動健康中心」

共構工程案，預訂於 2007 年底興建完成，未來園區服務中心除可為廠商提供更為便捷

之行政服務外，並有會議中心、教育訓練教室、商品展示室等硬體設施可供廠商使用。 
    2.規劃成立「台北內湖科技園區跨局處推動小組」 
     該小組之規劃說明如次列： 
     ○1 設置目的：台北市政府為有效發揮單位協調、整合功能，有效推動解決內 
       湖科技園區各有關問題，並促進園區發展，特設置「台北內湖科技園區跨 
       局處推動小組」。 
     ○2 主要任務： 
      ○2 -1 針對園區現況面臨問題及台北市政府相關政策目標，協調、推動各相 
          關局處加速解決、改善。 
      ○2 -2 其他與促進園區整體發展有關事項之推動與研議。 
     ○3 小組成員：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市長擔任；小組成員由下列機關指 
       派主任秘書及以上人員一人擔任，負責參與各相關案件之協調及推動執 
       行，以及擔任本小組與其所屬機關之聯繫窗口及機關內部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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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工務局； 
      ○3 -2 建設局； 
      ○3 -3 都市發展局； 
      ○3 -4 交通局； 
      ○3 -5 環境保護局； 
      ○3 -6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3 -7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3 -8 公園路燈管理處； 
      ○3 -9 商業管理處； 
      ○3 -10 市場管理處； 
      ○3 -11 停車管理處。 
     ○4 運作原則 
      ○4 -1 小組會議原則每月召開一次，並得視需要不定時召開，由召集人擔任 
          主席，召集人無法出席時，得指派適當人員為主席；每次會議依議題 
          邀集相關小組成員出席，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4 -2 小組會議之召開，以解決問題導向為原則，由小組成員就重要推動事 
          項之執行進度、遭遇困難、待協調事項等提會報告或討論。 
      ○4 -3 小組幕僚作業由建設局負責辦理，並由研考會就重要推動事項加強列 
          管。 
   (九)高素質人力 
    台北市政府在《數位台北、躍進全球》(Digital Taipei,One Leap to the World)、《企業

營運總部在台北：亞洲之心、運籌之路》(Headquarters in Taipei)、《台北力：台北優點、

全球焦點》(Taipei Leads: The Pulse of Taipei,Focus of the World)等三份對外行銷的文宣

品，以及台北市長四次預定赴國外招商的報告內容中均強調台北市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

源，為國外投資者的最佳選擇。其中在《企業營運總部在台北：亞洲之心、運籌之路》

更詳細論述台北市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包括： 
    1.豐沛的人才是台灣經濟向上攀升的實力。過去，台灣優質的人工，讓製造業在產

能和效能為台灣爭取無數訂單，吸引外資的前五大原因分析為人才素質、產業競爭力、

國際化程度、自由化程度與基礎設施。今天，我們的研發直立，更讓我國的經濟動脈，

轉向生產高科技產品，這些素質高、數量多、領域廣的專業人才，正是台北市發展高科

技產業知識聚落的重要本錢。 
    2.近 20 年來，台灣碩士人數成長 8 倍，大學院校增加 3 倍，海外歸國的學人成長

10 倍，而國外一流大學更紛紛到台灣設立分校，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成長，是台灣產業

升級最大的資本。而長久以來，台北就是一個學府林立、文風鼎盛之地，專業人才輩出，

教育資源豐富，大學及專科計 27 所、高中職暨國民中學計 128 所；大專以上受教育人

口比例高達 31%。E 化的城市，更帶來豐富及時的資訊，讓市民隨時充電，掌握世界新

訊。 
3.台北薈萃全台一流大學、研究資源以及各大工商企業，學術界與企業界也積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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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建教合作，協助企業從事研究合培訓所需的人才，企業也為學校提供設備、培育學

生和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學術界與企業界良好的合作模式，使得台北市優秀的人力資

源源源不斷且不虞匱乏。台北市政府亦與台大創新育成體系及陽明大學進行策略聯盟及

合作，結合學術研究單位，共同建構生技產業之創新育成環境，推動生技醫學之人才培

育與研究計畫，並提升市立醫療院所之生技醫療研究水準。 
    4.在發展生技領域方面，台北市擁有七家頂尖的醫學中心：台大、榮總、三總、馬

偕、長庚、國泰、新光；多所大學院校，如台灣大學、陽明大學、台北醫學大學等，還

有國家級研究機構，包含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整合性醫學衛生科技研

究機構─國家衛生研究院、連結產業及學術研究界之中游研發機構─生物技術開發中

心。為數眾多的專利、法律、會計、財務等專業事務所，則提供生技公司最齊全的創業

支援服務。 
   (十)政府效能 
    台北市政府在《數位台北、躍進全球》文宣品中，說明台北市的競爭優勢之一為「高

效的行政服務」，其具體內容如下述： 
    1.電子化政府‧提昇市政服務效率 
    在服務導向的公共管理思維下，台北市積極建構主動、效率、便民的電子化政府，

提供各項便民服務；除了各機關便民資訊全面上線外，更建立相關市府服務網站，如「台

北市網路新都市民九大生活網」、「台北市民 e 點通」等，建立透明化、單一化的申訴及

服務管道，並且運用網際網路技術，減少民眾往返市府機關申辦業務的路程及時間。 
    2.市府服務速、簡、易‧營造有利投資環境 
     ○1 建立 i 化行政服務：在各重點商圈設立「城市公共資訊服務站」，協助中 
       小企業設立企業資訊入口網(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EIP)，建構企業網 
       路應用環境；藉由必要的協助及獎勵規定取得私人及公共空間的使用權，  
       提供支援資訊服務所需設備與無線上網所需服務，以建構台北都市網路通 
       訊環境，從「e city」提升為軟硬體兼備的「i city」(information city:Info  
       Space、Info Service、Info Culture)。 
     ○2 專業投資服務窗口：為協助進駐廠商減少投資障礙，市府主動於高科技園 
       區設置投資服務單一窗口，提供全程服務(One Stop Service)、協助評估進 
       駐區位、辦理專案融資、地方租稅補貼措施、公部門資源引導媒合，主動 
       派員解決廠商的需求及問題，並適時提供廠商行政管理、交通、環保、治 
       安、企業融資及生活機能等相關協助，為企業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 
     ○3 成立重大投資專案小組：凡在台北市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 2 億元(約 5.8 百 
       萬美元)的重點產業投資案，即享有快速、便利的跨局處服務，專案小組 
       並主動協助排除投資障礙，縮短重大案件審查時程。 
    此外，在行銷內湖科技園區的《亞洲運籌、再造高峰》(To the summit of achievement 
in Asia) 、《科技台北的動力核心：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及《內科奇蹟：一個首都科技園

區的誕生》文宣品中，均強調強調「單一窗口、效力彰顯」、「效率行政」之「政府效能」

為內湖科技園區的特色，尤其在《內科奇蹟》刊物中，更說明「為了有效並及時解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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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在執行、規劃或推動『大內湖科技園區』各項業務時的障礙，台北市政府每隔三個

月，固定由副市長邀集相關局處召開『台北大內科跨局處推動小組』會議，由各主政單

位在會中就進駐管理輔導、都市景觀改善、老舊地區更新開發等短、中、長期計畫等計

畫進行執行進度報告，尋求解決方案，整合相關資源，以解決園區各項問題；每個月另

有由副市長邀集相關局處，召開『內科交通體檢會議』，以解決日益嚴重的交通問題」

(2006:74)。 
 
 
 

第四節  對台北市政府行銷規劃之檢證 

    以地區行銷的概念，加以檢視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規劃，發現就總體

而論台北市政府確實有其既定的行銷目標與行銷策略；惟行銷規劃應與行銷情勢之

SWOT 分析有其關連性，而台北市政府在行銷規劃上是否與 SWOT 分析後應有的策略建

議相關連結。對此，吾人針對台北市政府的規劃，提出下列評述： 

壹、就行銷目標而論 
    企業行銷的行銷目標在於銷售與市場佔有率的目標設定(黃俊英，1997:32)，亦即根

據該企業組織過去的產品銷售情況，進而設定未來的獲利目標，參與者均為企業組織內

部與獲利有關的單位，例如業務、企劃、行銷及研發等，如果達成既定目標之受惠者為

該企業組織之企業主或其員工；但是地區行銷在本質上與企業行銷不同，行銷主體為地

區政府，行銷產品為該地區，如產品受到消費者購買(投資者、觀光者等)而有獲利之受

惠者則為該地區全體的民眾，因此行銷目標的參與對象應除地區政府主體外，範圍應再

涵蓋不同的地區居民與社會團體等。因此，Kotler 教授(1993)認為一個地區的潛力，並非

僅靠優越的地理位置、氣候與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是決定於地區對未來發展的強烈企圖

心與使命感，並透過地方公私部門、社會團體、與市民大眾等相關群體的團隊合作、共

同參與，來達成發展的共識。 

    同時，本文在第二章文獻檢閱之「地區行銷之策略性作法」歸納出：地區行銷可區

分為建構層次與操作層次，其中在建構層次的行銷目標中應設計出一個顧客導向(吸引

投資者或建立地區共識)的策略，而這個策略須由地區主要的公私部門、企業領袖、社

會團體及市民大眾等共同合作來形成，而非僅是地區經營者個人的主觀希望，卻不是地

區所有相關群體共同的遠景。所以，Kotler (2002:120)才會主張一個地方的行銷價值主張

與主題，必需被其市民所認知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市民與私人企業的積極集體努力，是

以當地的榮譽感為基礎，而建立榮譽感進以產生對當地強烈的認同是地方行銷策略的重

要因素。意即地區行銷需在建構層次的行銷目標上建立所有相關群體的共識後，再去思

考操作層次的行銷要素。 

    盱衡上述論述，台北市長與園區廠商及周邊居民八次的座談會，以行銷的概念而

論，不僅僅是購後消費者行為的了解而已，更是對未來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凝聚共識的

作為。所以，當吾人曾就內湖科技園區發展的經驗可給予其他縣市政府何種啟示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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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A2 如此表示：「園區發展的過程必須與周邊居民相融合，今天內科的發展就是政

府、廠商、社區民眾彼此捐棄成見，大家一起來形成策略聯盟，共同營造與塑造大內湖

生活圈，在這種基礎上，我個人認為內科未來的發展可能會更不可限量，甚至原先設定

2006 年突破新台幣 1 兆 5 千萬元的目標應再修改為新台幣 2 兆元，也是合理。」(受訪

者 A2，2004.7.1.)。 

    此外，經過 2003 年與 2004 年兩次產業調查後，分析出吸引園區廠商進駐最大的原

因為「未來擴充性」，而吾人在第四章亦論述此項「未來的擴充性，包括大內湖科技園

市及台北科技走廊」為內湖科技園區去除腹地受限劣勢之機會所在。對此，台北市政府

亦規劃出相對應的行銷目標。所以，受訪者 A4 如此表示：「內科是一個成功，可行性極

高的個案，以內科為發展主軸吸引、甚至擴展廠商至南軟，再結合大灣南段的倉儲區到

士林、北投的知識園區，形成台北市未來發展遠景的「台北科技走廊」。」(受訪者 A4，

2004.12.16.) 

    最後，行銷目標的設定固然重要，是所有後續行銷規劃的基本方向，但如何去評定

目標的達成程度，亦即達成目標之績效指標的設定亦為行銷規劃階段相當重要的課題，

尤其今日政府在倡導績效管理的同時，更顯現出績效指標對預期目標達成的重要性；然

而，台北市政府在擬定行銷目標時，卻沒有設定任何的績效評定指標，以作為未來行銷

執行成果的依據。對於具體的績效指標如何設定，以符合台北市政府的行銷執行？對

此，吾人認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接受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委託所做之《台北市科技產

業發展暨招商策略之規劃》計畫案所提之「招商績效指標」之建議頗值得參考，以下茲

略述該計畫報告之內容(陳松柏，2004:133-134)： 

  一、在該研究計畫報告中，對於台北市政府的績效評估指標就四個構面建構，包括招

商機制、招商前(In-process)、招商後服務指標與招商後之經濟效益等，並區分為：質化

與量化等兩大類。 

   (一)質化績效指標強調的是台北市政府執行事前規劃具體且可以操作的行動方案

後，整體作業模式是否運作順暢，人員的配合及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否已獲得解決。 

   (二)量化指標其則是以實際招商的績效表現，包括投資廠商的增加、投資金額的增

加、及就業人口數的增加等。 

  二、質化績效指標，包括： 

   (一)整合性招商機制的設置情形； 

   (二)招商追蹤進行情況； 

   (三)招商標準作業模式的執行情形； 

   (四)撤資原因考量。 

  三、量化績效指標，包括： 

   (一)新增工廠/公司數：以年計算一次，並以投資產業分類，綜合統計。並以重 

      點產業、外資給予權重分數； 

   (二)新增投資項目：以年計算一次，並以投資產業分類，綜合統計； 

   (三)預定投資金額：以年計算一次，並以投資產業分類，綜合統計； 

   (四)投資重點發展產業產值比例：投資關鍵性產業產值佔全台北市外資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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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比例； 

   (五)廠商抱怨件數：針對投資廠商每月抱怨件數； 

   (六)廠商抱怨回應時間：平均每件抱怨事件回應時間； 

   (七)招商活動的成本效益指標：招商所花費相關成本(如招商活動次數、舉辦招 

      商活動的經費)與產出效益的比值。 

  四、達成績效指標的建議作法(陳松柏，2004:141) 

    為提高工作團隊辦理招商案件的誘因，將擴大獎勵範圍，對已提報之招商案件，並

已完成簽訂投資契約之案件，給予工作團隊簽約獎金之鼓勵；該獎金計算方式原則，由

台北市政府另行編列工作獎金，以資鼓勵，以提高招商工作小組的動機。 

 

貳、就行銷策略而論 
一、行銷定位 

    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定位為亞太企業營運總部、研發中心、人才育成中心、及電信

中心等，惟吾人在第四章的 SWOT 分析中已歸納出內湖科技園區在行銷定位上的機會(O)

為「內湖科技園區為品牌中心」，以及「新竹科學園區為製造中心、內湖科技園區為研

發中心的再分工」，並建議成為第十三項及第十六項實踐策略(詳見第四章第四節之表

4-27─台北內湖科技園區 SWOT 分析表格)。但就上述台北市政府的規劃中，顯然這兩項

未來新定位並未被列入。 

    雖然目前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定位反映了市場現時的趨勢，但吾人認

為在此基礎上應再做「重新定位，超越現有的需求」。遠見雜誌在 2005 年 9 月 1 日 231

期中評述最近在管理學界極為盛行的一本書─《藍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How to 

Creat Uncontested Market Space and Make the Competition Irrelevant)時表示：「《藍海策略》作

者金偉燦與莫伯尼(W.Chan Kim & Renee Mauborgne)打破了『競爭力』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所提出的競爭為思考主軸的理論，《藍海策略》認為過度強調降低成本、改善效率，

只在原有的市場進行差異化較勁，終究會落入企業削價競爭的『紅色海洋』。《藍海策略》

強調，惟有不甩競爭者，才能超越現有的需求，擺脫既有的競爭局面，為顧客創造有價

值的創新。最近幾年，台灣科技廠商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窠臼，拼命想要找出下一個明

星產品，不斷地在既有的產品上增加許多功能，卻很少捫心自問『這些功能都是消費者

要的嗎？是不是可以去滿足一些非顧客群的需求？』，與其在有限的市場範圍內進行困

獸之鬥，不如先退出競爭，靜下心來好好思索哪些市場是尚未開發的，努力經營非顧客

市場，盡量擴大新需求，才能主導市場」(遠見雜誌，2005:137-138)。 

    上述論述確實說明了內湖科技園區與其在紅色海洋中和其他相類似的產品(或定位)

競爭，不如利用可能的機會創造出自己的新定位、差異化的定位，「不是第一，而是唯

一！」(Not Number One,But Only One!) 

    受訪者 A6 在論及對內湖科技園區未來的期許時，亦有相同的論述：「政府應帶著產

業跑，而不是扯民間產業的後腿，現在的觀念應該是政府小、民間大，要用小錢去釣大

錢，台北市政府透過獎勵投資條例，及各項專案方案，事實上都是小獎勵，就可達到吸

引廠商進駐的目的，繼而帶動經濟發展，而廠商受吸引的真是這些獎勵嗎？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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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置適合他們從事經濟發展的環境，包括人才、人文、藝術、托兒、就學、商業機能、

行政效率、基礎建設及投資等環境的全面配合，如果沒有好的條件又如何去招商呢？所

以，先提昇城市本身的條件，做好各項廠商需要的環境，這才是最好的行銷！因此，馬

市長說：NO.1 沒有意義，只有 Only One(營造自己的特色)才有意義！同時這也是我對

園區的期許。」(受訪者 A6，2004.7.7.) 

    新的行銷定位除了顯示內湖科技園區的差異性與獨特性之外，更說明了行銷管理中

SWOT 分析的重要性，因為適當且正確的 SWOT 分析，將可提供管理者更有效且正確的

資訊做更精確的行銷規劃；此外，相關的行銷要素組合，諸如產品、政策與價格等均應

作相對的變動規劃以配合新的行銷定位。但是台北市政府並沒有在行銷規劃前對內湖科

技園區做相關的 SWOT 分析，一如受訪者 A8 的論述：「我們的規劃報告沒有如你所說

經過精確的專家評估(SWOT 分析)，不過我們規劃的資料來源有兩大類：第一是透過市長

與園區廠商八次的座談會會議紀錄，廠商所提出的各項需求反映；第二是派駐在內科的

人員基於現場的評估。透過這兩個來源，內部開會共同策定內科未來的規劃方向與遠

景。」(受訪者 A8，2004.7.29.)。就此而論，台北市政府在行銷規劃前之情勢分析仍有需

改進之處。 

  二、行銷要素組合 

    台北市政府在行銷要素中，已經全部具備本文第二章文獻檢閱後建構之十大行銷核

心要素，惟基於型塑內湖科技園區的唯一性，吾人認為台北市政府在下列要素上仍有改

進的必要性，包括： 

   (一)產品 

    基於第四章對內湖科技園區的 SWOT 分析，吾人認為就產品而言，內湖科技園區的

可能的機會，包括：內湖科技園區未來的擴充性(大內湖科技園市、台北科技走廊)、科

技與人文結合的開放空間(第十一項實踐策略建議)，以及園區與社群居民融合共生等(第

十二項實踐策略建議)；其中，內湖科技園區的未來擴充性已被規劃為未來的行銷目標，

但其餘二項可能再次塑造內湖科技園區的獨特性之機會，卻未被台北市政府列入行銷規

劃之中，對此，吾人認為這亦為台北市政府在產品策略上應予強化之處。只有塑造出內

湖科技園區與其他同性質園區不同的特色，形塑出內湖科技園區這個產品無可取代的唯

一性，才有可能去除她在園區之紅色海洋的競爭乃至於藍色海洋的新定位可能遇到的威

脅，如同本文第四章所論述內科所面臨之同一政治體系或不同政治體系的威脅，如此內

科才有可能發展出真正的「全球在地化」。 

    此外，內湖科技園區這個「產品」未來可能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外部環境的競爭，

包括同一政治體系內各縣市政府，以及不同政治體系各主要國家的激烈競爭。對此，吾

人在第四章亦提出「集中資源發展」(第十八項實踐策略建議)與「縣市聯盟的區位分工」
27(第十九項實踐策略建議)之經濟戰略觀念，但顯然台北市政府並未做任何規劃。 

   (二)促銷 

                                                 
27 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力：台北優點、全球焦點》刊物中，其中對於「未來潛力」的敘述曾提出：「北台

整合‧實力相乘」的概念，企圖整合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等

七縣市的資源，但仍止於概念的提倡，並未有具體的規劃(20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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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性的促銷工具，包括：廣告、人員銷售、價格促銷及公共關係等四項

(Bennett,1998；黃俊英，1997:271)，就促銷概念而論，北市府的行銷規劃內容主要涵蓋了

人員銷售及公共關係等二項，至於價格促銷─即強調內科的土地建物較台北市其他區位

地段價格最低廉，這項優勢條件對園區週邊的不動產業者而言，是一項重要的促銷賣

點，而且均以此促銷給其目標市場，相對不動產業者的作為，但北市府卻未對此進行相

關促銷規劃。 

    此外，在企業促銷中「廣告」是一項與大量潛在目標市場接觸最有效且重要的工具，

透過持續的廣告將產品的相關訊息傳遞給目標市場，進而改變他們的認知以產生購買行

為。但北市府在行銷規劃中未對廣告的製作、播放與通路有任何作為，相對於「廣告」

促銷工具的規劃與使用，北市府的促銷規劃仍集中於市長一人，且依賴靜態的促銷作為

(文宣品製發置於定點)，如果不是內科的形成早已奠定良好的基礎，否則以如此極度仰

賴一人或被動式的促銷，卻不作策略性的規劃，如何吸引目標市場的目光與購買？也許

目前內科可以，但是未來的台北科技走廊(尤其是士林─北投知識園區)可以繼續如此

嗎？這種作為不是一句：「以服務代替行銷」(受訪者 A2，2004.2.24；受訪者 A3，

2004.2.25.)，或是：「台北市政府只是『因勢利導』，順應產業的發展」(受訪者 A4，

2004.2.27)，自然就可以順利招商引資。對此，北市府應加以深思！ 

   (三)價格 

    內湖科技園區在價格要素上各有其優勢及劣勢，但台北市政府均未對此有任何作

為。其中，優勢條件為土地建物成本低廉，但此項優勢條件在北市府的行銷規劃中並未

被列入以形成後續的促銷；再者，劣勢條件則為租稅優惠的不足，雖然北市府規劃若干

措施補強，但就吸引目標市場的觀點而論仍顯不足(至少就中國大陸的招商作為，中央

的極力支持相互對照)，因此必須向中央爭取更多的租稅優惠，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議

中央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但北市府對此在行銷規劃中並未有任何作為。 

   (四)通路 

    台北市政府在通路上的規劃為市府網站，包括建設局之工商服務網及內湖科技園區

服務中心網站，然而對照於行銷規劃之目標市場區隔為核心與次核心產業 
，行銷標的遍及國內外各地區，如此一來，吾人對於台北市政府的通路策略，提出以下

建議作法： 

    第一、基於目標市場區隔的通路策略：通路策略應可再朝政府間的合作、台北市政

府自身，以及直接與目標市場接觸並建立第一印象等三方向來強化： 

     1.與中央合作的通路策略：在此前提下又可區隔為同一政治體系內與不同政治體系

的通路兩類，包括： 

      ○1 在同一政治體系內的通路策略：應涵蓋與經濟部(主管工商投資)及國科 

         會(主管科學園區)的合作； 

      ○2 至於在不同政治體系，通路策略：應涵蓋與交通部觀光局(主管台灣對 

         外行銷)、外交部及經濟部之駐外單位合作。 

    2.台北市政府本身的通路策略：在國外幾個重要城市(包含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

專責台北市政府的對外行銷與招商。本文在第二章曾論述高雄市的行銷經驗，並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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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學汪明生教授在 1999 年曾向高雄市政府提出都市行銷之招商人才的培訓計畫，後

因未獲高雄市府高層的支持，以及沒有經費，因此這項計畫被擱置(但昭強，2002:69)；
但是相較於高雄市，台北市擁有更為豐沛的資源及人才，因此吾人認為這仍是一個可供

思考的通路策略。 
    3.與目標市場直接接觸與建立第一印象的通路策略：機場與媒體。 
      ○1 機場：Kotler 教授等人曾在《Marketing Asian Places》一書中，提及「對許多

旅者而言，與某個國家或地方的接觸就從航空公司開始，因此機場也是地方行銷者的重

要通路(important gateway)」(Kotler et al.,2002:106)。然而，這項通路策略的使用則又必

須與整合性促銷之廣告方式相互配合。 

       ○2 媒體(報紙、廣播、電視)：此外，Kotler 教授等人在前揭書中亦論及「當地的

報紙、廣播和電視台報導更多與該地方有關的新聞、文章和分析，當然媒體『能載舟亦

能覆舟』(media can help or hurt)。如果他們專注於負面新聞，例如犯罪、糟糕的學校或污

染，就能損壞該地的形象。因此地方行銷者必須與當地媒體緊密合作，以傳播他們的行

銷策略。在某些成功的地方，地方行銷者會和記者們定期的對話，因為如果當地變得更

有吸引力的話，對雙方都有利」(Kotler et al.,2002:106)。這項通路策略又除了涉及整合性

促銷之公共關係活動之外，同時也說明了台北市政府應有適當的與媒體互動的策略。 

   第二、在原已提供之市府網站中，基於對消費者服務的重視，吾人建議建立地理資

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本章在第一節即已論述，美國已使用地理

資訊系統來提供消費者資訊，透過空間分佈圖將選址區位、運輸網路、與經濟、地理、

人口特質等特性呈現在微電腦上，幫助企業做選址的決策（Pittman,1990）。美國南卡羅

萊納州並將 GIS 應用於經濟發展，除了發展成為企業廠址選擇過程的工具外，在政府組

織的規劃、土地利用分析管理等應用，亦已有具體成效（Black,1990）。 

    對於這項系統的應用，中山大學汪明生教授認為高雄市政府的地理資訊系統的建立

與應用已有初步成果，未來在提供資訊的角色扮演時，應使 GIS 扮演更積極的功能，透

過電傳資訊或資訊網路連結，將地區的各項正面資訊有效地傳送給目標廠商與人口，在

其選址與定居決策過程中，發揮重要與立即的影響力(汪明生，1994:21-22)。 

    然而受訪者 A4 卻表示：「這套系統對行政管理而言，現時並不需要，因為我們對內

科的各項設施均非常清楚，如果對廠商而言，建商或不動產仲介公司自然會提供相關資

訊」(受訪者 A4，2004.2.27.)，對照前述 GIS 系統的功能及高雄市的作法，顯然台北市政

府在提供廠商各項相關資訊上仍有待努力。 

   (五)政策 

    內科在「政策」此項行銷要素上是居於劣勢，相較於國家級的科學園區缺乏足夠的

政策權威與資源，因此本文第四章即建議北市府對此應有的策略實踐為：以產品、價格

及地區環境等優勢來補強，並持續向中央爭取更多的政策權威與資源(第十五項實踐策

略建議)，然而面對政策上的劣勢，北市府依然未做任何規劃。 

    此外，在本文第四章中分析未來內科發展的機會為「品牌中心」，而為達到此項未

來行銷定位，吾人亦建議應採取適當的政策工具(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透過【輔導管理辦

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的公佈)以達到此項目標(第十三項實踐策略建議)，但此項策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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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因涉及到北市府是否對內科未來發展有共同認知，在行銷定位未有此項認知的情形

下，自然也缺乏適當的行銷規劃。  

   (六)夥伴 

    「夥伴」之行銷要素是內科的優勢條件之一，亦為一項耗費資源最低且可行性最高

的實際策略，但這需要北市府對園區二大團體，包括園區發展協會與園區管理委員會聯

合會等有正確的認知，並建立此二團體與北市府直接、權威溝通的角色定位，而非只是

假藉此二團體增加北市府各項決策的合法性，但對其建議置之不理。 

    「由於內科管理聯合會與發展協會採「軟硬兼施」方式，力促交通局拿出辦法改善，

座談會上還頒獎狀給林志盈，卻被亞印科技副總經理賴鎮宇當場吐槽，指解決問題不是

用「歌功頌德」的。他並直批交通局全在提一些三、五年後才可能看到的長程方案，短

期方法卻完全沒提到，內科交通不解決，北市與台灣就別提競爭力。 

「內科最大問題在於大眾運輸不方便、公車效能低，」，賴鎮宇指出：「另外各種標示不清楚，

前者造成大家都開自用車上班，結果越來越塞，後者讓很多搞不清楚路況的人才，到內科就業

的意願低落，競爭力不斷流失。」(聯合報，2006.5.23.，C1 版) 

    然而，北市府的行銷規劃中並未見將如何與該二團體密切合作與互動的相關作法，

這除反映出北市府尚未真正建立公私合夥、協力合作的觀念外，同時亦顯示北市府對內

科乃至於未來的台北科技走廊，仍缺乏策略性規劃的觀念，雖然北市府對高科技產業發

展有專家會議的協助以為諮詢，但由於幕僚單位(尤其是建設局)缺乏適當策略性規劃、

行銷思維的觀念與作法，未將各項未來的高科技產業行銷進行細密且完備的規劃，以供

在專家會議中針對各項預擬作為進行逐項討論，在無完備周密的幕僚作業下，僅憑專家

會議的腦力激盪，自然無法做出適當決策，更無法僅憑專家或幕僚直覺了解到何種力量

對北市府未來高科技產業的行銷是正面直接之助力，並善用、整合其資源達到期欲的目

標。 

    由此項夥伴要素所延伸的問題，包括適當的策略規劃與行銷思維人員的缺乏，就是

吾人一直極力主張「應建立行銷專責組織」的另一項論證依據。 

   (七)行銷組織 

    本文第四章中已分析出內湖科技園區劣勢之一為行銷組織的缺乏(第三項實踐策略

建議)，對此，台北市政府依然未針對此項劣勢進行相關的規劃方案。吾人在第四章中

曾以彰化花卉博覽會的行銷經驗為例，說明專責行銷企劃者為彰化縣政府農業局之行銷

課，而目前台北市政府建設局主管園區業務者為該局下轄之第一科，而第一科依據該局

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第一科主管工業、礦業及土石採取之登記、管理與輔導及

商業行政業務督導等事項，其業務內容十分繁雜，絕對不只於園區的業務，在業務繁複

的情況下，復將園區的業務委由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來承擔，並定位園區服務中心的

任務為，提供工業區內進駐廠商市政相關服務，反應園區廠商問題並擔任溝通橋樑。 

    真正主管園區業務之第一科在職掌分工中並未針對園區的行銷進行重新定位與規

劃，而實際擔負溝通園區廠商與市政府的服務中心，就組織架構而論，在建設局中僅屬

於臨時性的任務編組，並且層級權威又歸屬於第一科之下；如果內湖科技園區果真如市

府官員口中所謂「金雞母」或「今日之星」的話，那麼在行銷組織的規劃上就必須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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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管整體台北市政府形象的新聞處之外，另成立一個專責招商或行銷高科技園區的行

銷組織，雖然新聞處均為目前台北市兩大產業發展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及觀光委員會的

當然委員之一，設計用意在於透過新聞處對該兩項委員會議的參與，執行會議決議中有

關行銷事宜，但吾人認為新聞處的職掌定位仍在於市政整體行銷，並未針對高科技產業

進行專責行銷，除非改變該處的職掌定位，否則只是透過兩個月定期的會議參與，而非

日常經常性業務，難以對高科技產業有深入且吸引人的行銷規劃；尤其，未來台北市的

經濟發展命脈為台北科技走廊(TTC)，其中南港軟體園區及未來之士林─北投知識園區

均歸屬於台北市經濟委員會主管，內湖科技園區卻歸屬於建設局主管，同樣是台北市的

高科技園區卻有不同的主管機關，如何期盼能做完整與統一的規劃？因此，吾人建議未

來台北科技走廊各園區的主管機關均應歸屬同一機關，均應隸屬於跨局處之上的台北市

經濟委員會，並在該委員會內建立專責的行銷組織，統一規劃台北市的高科技產業行銷

規劃業務。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經濟委員會內設立專責行銷高科技產業的組織，擔心將造成與

現行新聞處業務有疊床架屋之虞，不符合組織設計的原則，吾人進一步建議將新聞處的

職掌重新定位為「城市行銷局」，並依現時城市行銷最重要的課題劃分「產業(工、商及

高科技產業)、觀光、文化及一般市政」行銷等四大類。而這種職掌的轉變，更有其深

沈的意涵：因為在以往的各項會議中，新聞處參與經濟發展與光觀發展兩委員會之會

議，是以產業發展的論述為主，行銷(進行宣傳)為輔，而新聞處定位的重新改變，則突

顯了以行銷為主，其他產業論述(提供相關資訊)為輔，更宣示了市政經營者對城市行銷

的重視。 

   (八)行銷執行組織 

    本文第四章中已說明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缺乏足夠的資源為其劣勢之一，並建議

應給予該服務中心足夠的資源，包括人員、經費、設備、資訊與權威等(第六項實踐策

略建議)。對此，台北市政府建設局雖然在 2004 年 1 月公佈之《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產業

發展現況與前景規劃》報告中規劃成立「台北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這種的規劃只

是將現行的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辦工場所予以固定化而已，因為現行的服務中心乃

借用台北市消防局在民權東路六段的消防分隊辦公，這種規劃並未針對內湖科技園區服

務中心既存的劣勢予以補正，依然為臨時性的任務編組，組織層級依然低微，雖然受訪

者 A4 表示「有預算就有計畫，目前內科服務中心的預算雖然不算充裕，但所舉辦的活

動並不完全是隨機，仍有若干目標據以執行。尤其內科產業成長的情形深獲市議員的肯

定，甚至在市議會第九屆第二會期財建委員會審查建設局 93 年預算中作成如下的附帶

決議：『為強化本市產業經營環境，增進廠商競爭能力，請市府充實人力、設備並爭取

經費，以提升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及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心之功能』，在此前提下，

本局在明年將增列內科服務中心的預算。」(受訪者 A4，2004.12.16.)，但在實際規劃作

為上依然漠視該中心深獲園區廠商肯定的重要性，但也由於該中心缺乏適當資源(包含

權威與經費等)進一步可能產生廠商對政府效能負面的主觀認知(G1、G2、G3、G4、G5、

G6)，因此受訪者 A7 認為「內科服務中心是由建設系統主管。服務中心主任常反映廠商

抱怨市府服務不夠及時，惟服務是無止盡的，所以對於廠商的服務應有協調市府的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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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力，所以我個人認為直接隸屬於秘書長要比單獨放在建設局會更好。」(受訪者 A7，

2004.7.8.)。盱衡受訪者 A7 的論述正與吾人在前段行銷組織分析中所提的建議相互一致，

亦即應有常態性行銷執行組織的設置，並提高其層級且賦予適當權威。 
    此外，台北市政府為有效發揮單位協調、整合功能，有效推動解決內湖科技園區各

有關問題，規劃設置「台北內湖科技園區跨局處推動小組」，目的在於對園區廠商提供

快速且足夠權威的單一窗口服務。就形式上而言，規劃該跨局處小組的成立，顯示了對

內湖科技園區的重視；但實質上，依該小組的運作原則第一點規定該小組會議原則上每

月召開一次，並得視需要不定時召開。對此，吾人提出以下質疑：首先，在預定每月召

開的既定規則下，如果在該小組未召開會議期間園區廠商有任何需求，且又涉及跨及處

的權責業務，將由市府那一個單位發動請副市長召開？是建設局亦或其他單位？再者，

該運作原則第三點規定幕僚作業由建設局負責辦理，全然是基於園區為建設局主管的事

實陳述，如此規範與現行的運作有何差異？難道現行園區內廠商的需求不需要跨局處的

協調？或者該運作原則顯示出建設局在協調各單位中，缺乏足夠的權威，以致需要一個

法源依據強制將各可能涉及園區服務有關之局處共同配合？最後，該小組與台北市經濟

委員會現行的功能差異性何在？經濟委員會每二個月召開一次，因此無法提供園區內廠

商必要且適時的服務，所以必須在該委員會之外，為顯示對內湖科技園區的重視，特在

既有組織之外，又成立功能重疊的園區推動小組？ 
    吾人認為園區廠商服務的提供，不在於是否形式上需成立專為園區提供服務的跨局

處小組，而是在於專責行銷組織的成立，並賦予適當的權威，如同前段論述所建議，如

果該行銷執行組織具備足夠的資源(經費、人員與權威)，又何須在既有組織架構上又額

外成立一個臨時性的任務小組？亦即對於行銷執行組織，吾人再次強調應有適當的隸屬

關係(改隸經濟委員會)，提高其層級，並賦予適當的權威，自然可以有效解決園區廠商

的服務事項。 

   (九)政府效能 

    台北市政府在《數位台北、躍進全球》文宣品中，說明台北市「高效的行政服務」，

包括：電子化政府‧提昇市政服務效率，以及市府服務速、簡、易‧營造有利投資環境

等，並且在行銷內湖科技園區的《亞洲運籌、再造高峰》(To the summit of achievement in 
Asia)文宣品中，亦強調「單一窗口、效力彰顯」之「政府效能」為內湖科技園區的特色。 
    但是吾人在對園區廠商進行訪談時，所有受訪廠商 G1、G2、G3、G4、G5、G6 均

表示未感受到政府的效能；此外，吾人在本章第二節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消費

者行為分析中已論述，在 2003 年及 2004 年兩次調查報告分析之廠商需求大部份相同，

其間需求差異者為 2004 年增加一項提供「無線寬頻服務」，並減少了「園區增設辦理工

商登記窗口」的需求，減少之項目者，顯示了園區廠商確實已知道透過園區服務中心洽

辦各項工商登記業務，惟在 2004 年園區廠商所反映之各項需求，除「提供相關優惠措

施」、「增建停車場(塔)」、「無線寬頻服務」、「協調進駐法規鬆綁」及「豐富生活機能」

等五項需求均需要時間來逐步實現並與其他權責機關協調外，其餘者包括「行駛園區之

通勤巴士」、「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提供融資訊息」、「提供廠地、廠房資訊」、「協調

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及「協助解決攤販及垃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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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項，均可在立即時間內予以滿足或解決，然而從 2003 年到 2004 年，經過一年後消

費者(廠商)又同樣出現相同需求，這完全反映出台北市政府對於廠商需求解決在效率上

的瑕疵。 
    而上述現象的存在，更再一次突顯出由於行銷執行組織缺乏適當的資源，致使最接

近園區廠商者、最了解園區問題者卻無法獲得充分的授能(empowerment)，以在有效時

間內完成廠商的需求。因此，台北市政府在對外行銷政府效能時，應再顧及執行時接受

服務者客觀認知的資訊回饋，做規劃上適時的修正，而非沉溺於市府管理者的主觀認

知。就此，亦同時反映出建構行銷執行人員有效績效評估指標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復對照本文第四章所提內湖科技園區之對應策略與台北市政府的的實際

行銷規劃，整理出台北市政府的實際行銷規劃與 SWOT 分析後建議之實踐策略落差對

照表，如表 5-7 所示。 
 

表 5-7 台北市政府實際行銷規劃與 SWOT 分析後建議實踐策略落差對照表 

台北內湖科技園區 SWOT 分析後建議實踐策略 台北市政府

已規劃者 
台北市政府

未規劃者 
說明 

一、在時間可行性的考量下，北市府應立即且持續 

    改善內科現時存在的交通問題，並將其視為最 

    優先處理的作為(劣勢)。 

二、北市府應加速規劃大內湖科技園市，以及台北 

    科技走廊中有關「士林─北投知識園區」，並提

    出具體時程表(劣勢與機會)。 

三、北市府應建立專責行銷組織(劣勢)。 

四、北市府應給予發展協會及園區管理委員會更多 

    的資源，包括資訊與權威等，以建立該兩組織 

    在園區廠商的地位(優勢)。 

五、北市府應持續且定期召開廠商的互動會議，以 

    進行後續的顧客「口碑行銷」，同時將與會層級

    界定為市長或至少為副市長，如此參與廠商才 

    能覺得所提出的建議受到重視(優勢)。 

六、北市府應給予服務中心更多的資源，包括經費、

    人員、設備、資訊與權威等(優勢與劣勢)。 

七、北市府應持續強化聚落效應之「產品特色」並 

    以此行銷給目標市場。本項優勢應在行銷規劃 

    時應成為第一主要訴求並加以促銷(優勢)。 

八、北市府應持續強化「地區環境特色」並以此行 

    銷給目標市場。同時在行銷規劃時成為第二主 

    要行銷訴求並促銷(優勢)。 

九、北市府應將「土地建物成本低廉」之「價格因 

    素」行銷給目標市場，並在行銷規劃時形成第 

    三主要行銷訴求並加以促銷(優勢)。 

十、北市府應在行銷計畫中將「兩岸垂直分工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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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中心，及企業總部」規劃為行銷目標，並以 

    「政策的公佈」逐漸改變園區的產業結構(優 

    勢)。 

十一、北市府應將可能「科技與人文結合的開放空 

      間」的「產品特色」列入行銷規劃中，並以 

      此吸引目標市場(機會)。 

十二、北市府應將可能的「園區與社區居民融合共 

      生」的「產品特色」列入行銷規劃中，並以 

      此吸引目標市場(機會)。 

十三、北市府應將可能地「內科為品牌中心」其列 

      入未來的行銷規劃中，並以「政策的公佈」 

      逐步達到此一目標(機會)。 

十四、北市府應以優勢條件之聚落效應、土地建物 

      的價格因素(台北市價格最低的地段)、地區環

      境、及顧客購後行為的滿意度來補強以吸引 

      目標市場，並持續向中央爭取給予地方政府 

      租稅上的優惠(劣勢)。 

十五、北市府除應在行銷規劃中特別強調既有優勢 

      條件外，同時持續向中央爭取給予地方政府 

      更多的政策權威(劣勢)。 

十六、北市府應將可能的「竹科為高科技製造中心、

      內科為研發中心的再分工」定位列為未來的 

      行銷規劃中，並持續與中央溝通、協調(機會)。

十七、北市府應將可能「松山機場為兩岸直航機」 

      的「地區環境」特色列入行銷規劃中，並持 

      續與中央溝通(機會)。 

十八、面對同一政治體系的競爭，北市府應向中央 

      建議全球化競爭下集中資源發展」的觀念(威

      脅)。 

十九、面對不同政治體系的競爭，北市府應強化台 

      北市地理區位的不可貿易財，進而與同一政 

      治區域內的縣市政府建立結盟關係，共享資 

      源形成科技軸帶(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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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參、建立招商行銷標準作業流程 
    城市行銷之產業招商為例行性事務，在行銷規劃上除注意行銷目標與行銷策略外，

亦應建立一套涵蓋行銷管理概念之標準招商作業流程，以供行銷執行人員有執行的依

據。基此，建立一套涵蓋行銷管理概念並適用於台北市政府的標準作業流程，吾人認為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在接受台北市政府委託之《台北市科技產業發展暨招商策略之規

劃》專題研究報告中，所建議之標準作業流程，頗值得參考，如圖 5-2 所示，茲引述如

下(陳松柏，2004: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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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資者詢問投資相關資訊 
    投資者可能會經由不同的管道進入想要了解關於臺北市投資的相關資訊，此時市府

可以開闢一個專為提供臺北市投資的相關環境、法令、及最新消息，使得投資者可以以

靜態閱覽臺北市投資相關訊息。另外此網頁也可以提供動態的即時服務，提供專人即時

答覆有關投資者詢問之相關問題，使得投資者可以在欲得到相關投資資訊過程可以更快

速，以提高投資者於臺北市投資的意願。 
  二、確認投資者需求 
    在市府的服務人員可以針對以下九點分別加以詢問。 
   1.產業類別 
    詢問投資者所欲投資的產業別，從其中可以了解到，該投資者所投資的產業是否為

臺北市所期望投資的核心產業，以利於往後市府在為投資廠商做服務時的區別，由於不

同的產業，所需要了解的投資問題並不盡相同，因此確認投資者欲投資的產業便為首要

工作。 
   2.投資方式 
    由於廠商在不同地區其投資方式不相同，市府可以據廠商欲投資的形式，如在臺北

市設立營運總部、研發中心、工廠、分公司等，可以依據投資者的不同需求，提供所需

的服務，已使得臺北市在招商服務流程中能更有效率的滿足投資者需求。 
   3.投資資本額 
    為配合市政府所提供對於超過兩億元投資於臺北市的廠商，可以提供投資優惠的依

據。另外，市府也可以藉由此點了解投資者的投資規模，使得市政府可以在規劃提供投

資者服務的重要參考項目。 
   4.投資地點 
    目前市府規劃臺北市投資的核心地點包括三項，分別為南軟、內科及北科。從了解

投資者欲投資的地點可以幫助市府在規劃投資的核心地點時之參考，另外也了解到該投

資者所欲投資的地點與產業，是否與臺北市政府預先規劃之期欲發展的產業相同，如不

相同時，可以及時與投資廠商協調或市政府在規劃上做調整，使得投資者投資時避免產

生意見衝突，造成招商工作的延緩及失敗。甚至有些投資者並不在所規劃的核心地點投

資，故此項也提供市府協助投資者投資時作為參考資訊。 
   5.了解投資環境 
    關於投資環境需求，內官包括，生活環境、資訊化環境、經濟環境及政府機構。生

活環境包含，公共安全、交通狀況、環境品質及 社會福利。從這生活環境的項目可以

了解到投資者所需要居住的生活環境，同時也讓投資者有意願留下投資的最大動力。其

次是資訊化環境，包含網路建設、政府 e 化建設、企業 e 化建設、人民 e 化建設等。這

些是投資廠商考量對外聯繫包括從訂單的接收到外包商的聯繫，最後至產品出貨至最終

顧客的手中，這一連串都需要臺北市資訊化基礎建設提供，因此投資者對於資訊化環境

的需求可以作為市政府再規劃及改善臺北市的網路資訊基礎設備時參考依據。對於經濟

環境與政府機構的方面，市府接待人員將依據投資個人所欲了解的資訊以最快的方式加

以提供，例如目前於臺北市中企業競爭優勢、產業現況、科技園區介紹、重大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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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展願景等。對於確認投資者對於投資環境的需求，一方面可以使得臺北市政府在了

解投資廠商的真正需求，以協助廠商於臺北市投資 。另外也可以提供臺北市在改善投

資環境時的參考指標，以作為臺北市日後改善投資環境的標的。 
   6.人才需求 
    從此過程中可以了解投資者於投資該項事業所需的人力資源為何，同時可以了解該

投資者是否已經擁有所需的人力資源，或者是需要臺北市政府協助提供，如需要市政府

協助可以提供即時的人才招募，可以解決投資廠商關於人力需求的部分，以提高投資者

投資的意願。 
   7.預定參訪對象 
   此項為幫助市政府在規劃引導投資者可以參考以於臺北市投資相關產業的標竿，或

者是該投資者並無預設參訪對象時，市政府可以提供以於臺北市投資相關產業的標竿企

業，作為參訪的對象。經由參訪行程讓投資者對於未來投資臺北市的構想架構能實現，

以堅定投資者投資臺北市的意願。同時市政府在此階段必須建立設立於臺北市內、並且

能尋覓可以提供參訪的廠商，做成以產業別分類的公司資料庫。並且隨時更新廠商的資

料，以使得市政府接洽新的投資廠商時，可以即時提供需投資者欲參訪產業的公司及廠

商名冊。 
   8.預定參訪期間及人數 
    透過此項可以了解投資廠商在參訪臺北市企業標竿時所需要的後勤支援，包括車輛

安排、飯店的預定、行程安排等。以提供投資者良好的投資印象，以增加投資者的投資

意願，並顯示臺北市政府在行政流程的效率，以提高投資者日後投資臺北市時對臺北市

府行政效率的信賴。 
   9.特殊需求 
    在前述八項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外，而投資者臨時所提出欲對於臺北市政府相關訊息

或資料進行了解，或是辦理公司登記證過程中的可能疑問，此時該市政府接洽人員，便

需要將相關需求逐一抄錄，並以最快的方式發給相關部門人員，並以最快的方式回覆投

資者，以展現市府招商的最大誠意。 
  三、參訪行程規劃 
    關於這階段，在市府的服務人員可以針對以上九點所得的資訊，加以規劃該投資者

參訪臺北市的行程。除此之外，也可以估算該投資者於此次參訪時，市政府可以提供哪

些服務(例如國外投資者欲申請護照等工作)，並且事前已經規劃完畢，同時也能估算在

該投資團體此次參訪所需的花費，以提供給欲參訪投資者參考。 
  四、與投資者確認參訪行程 
    在此階段中，市府服務人員可以針對以上九點所得的資訊，將所規劃完畢的參訪行

程與投資者進行討論與確認，如有不完善之處或臨時提出的需求，應立即修訂參訪行

程，同時估算修改後的參訪行實際所需的花費，而與投資者確認參訪行程項目包含時

間、費用、參訪對象及其他相關事項。 
  五、實際參訪 
    關於這階段，市政府人員應扮演支援的角色，使得投資者在此次參訪的行程能更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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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例如支援導遊人員，或者是在行程中遇到困難的排除等。 
  六、意見調查 
    市政府人員在此階段中，可以針對投資者對於此次的參訪行程進行問卷調查 
，其調查的內容包含，此次參訪的行程滿意度、及接下來投資臺北市的意願或者是其他

建議與需求。此項參訪行程滿意度的了解，除了可以幫助臺北市政府改善其服務流程

外，最主要是針對在臺北市投資的意願部分，此時投資者若對投資的部分產生疑惑，或

者處於猶豫不決時，可以藉由此項意見協助投資者排除移或，進而產生留在臺北市進行

投資的意願；另外，對於經參訪後不願意在臺北市投資者，可以詢問其意見，針對以上

確認投資者需求的九項加以詢問，設法歸納出臺北市投資環境的劣勢，以作為日後改善

投資環境的參考依據。 
  七、資料建檔 
    市政府人員可以針對投資者不論是否願意在臺北市投資，將其公司或個人資料建

檔，以成為市府未來長期招商的對象，並且將市府最近所改善的投資環境情形，或者是

有關心的投資獎勵措施等，以及時性的方式提供給資料庫內所有的投資廠商，以展現市

府對其招商的最大誠意。 
  八、後續追蹤調查 
    關於這階段，建議市政府人員可以分成三個方向進行後續追蹤調查：第一項是針對

確定於臺北市投資者，這時市政府人員應全方位的支援投資者關於投資一切所需要，例

如在政府法規、行政流程、土地及人才的取得等，設法使其投資進度可以獲得掌握， 並

且主動關心及追蹤投資進度，主動發現投資者的問題與以協助；第二項對於不確定投資

者，應該保持聯繫，可以透過最新投資環境訊息傳遞，以使得投資者了解市府最近所改

善的投資環境情形，並進一步請投資者再度訪問臺北市洽商有關投資計畫。至於最新投

資環境訊息傳遞，可以透過臺北市政府的商網站及親自電話拜訪，或者是以電子郵件作

為聯繫的工具；第三項對於不願意投資的投資者，建議以親自拜訪，了解實際不願意投

資或改變投資的原因，將過去不願意投資臺北市的因素及經由臺北市針對此改善情形的

比較結果，傳遞給該投資者，增加投資者對臺北市的最新資訊，並朝向願意到臺北市重

新參訪及評估新的投資案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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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台北市招商行銷標準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陳松柏，20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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