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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行銷控制 
   

行銷計畫不論如何周延，在執行時常可能因外在環境改變或執行上發生偏差，而使

執行結果未能符合原先的預期，因此行銷人員應定期進行行銷控制。 
    行銷控制有操作性控制(operating control)和策略性控制(strategic control)兩部分

(Kotler and Armsrtong,1997)。操作性控制在查核比較正進行中的績效與年度計畫，必要

時並採取改正行動，其目的在達成年度計畫中所設定的銷售、利潤和其他目標，也可以

用來決定不同產品、銷售區域、市場和通路的獲利能力。策略性控制在了解公司的基本

策略與它的環境是否配合良好。 
    行銷稽核(marketing audit)是策略性控制的一種主要工具，它係對公司的環境、目

標、策略和活動做全面性、系統性、獨立性和定期性的檢查，以確定問題所在和機會。

因此，行銷稽核所產生的回饋，可能又與行銷分析、行銷規劃或行銷執行相互關聯修正，

形成一個不斷循環的動態過程。 
    由於目前國內行銷學專著中很少對行銷稽核(或控制)課題，進行分析與專章論述，

相關資料極為有限。爰此，本章首先將概述行銷稽核的相關概念；其次，評述台北市政

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稽核過程。 
 
 
 

第一節  行銷稽核的相關概念 

壹、行銷控制 
    行銷部門的職責在於規劃並執行、控制行銷活動，因為在執行行銷計畫時，意外事

件隨時會發生，所以行銷部門必須不斷地監督並控制行銷活動。控制是一項重要的管理

活動，並且和組織、執行功能密切關聯。管理者所進行的活動，不論規劃如何完善，如

缺乏控制措施，則很難確保是否達成目標，因此 Bononma(1985；黃深勳等，2003:382-383)
認為一位管理者在執行有效的策略方案，除應具備配置、組織、互動技能外，尚須具備

監視技能，亦即指發展與管理一套控制系統，以評估行銷活動成果的能力。 
    就時間與運作過程面向而言，行銷控制又可區分為以下四種型態(黃深勳等，

2003:384-385)： 
  一、事前控制(preaction control)：指事前分析預測，模擬應變，規劃實施方案， 
      以資因應變局。 
  二、事中控制(steering control)：指結果已事先預測，並於前一步驟運作完成前， 
      為下一步運作做各種必要的更改行動。 
  三、關卡控制(yes-no control)：指走一步，看一看，再走一步，例如產品品質 
      控制，是在前一步驟完成後，視其理想與否，再決定是否進行下一步驟。         
  四、事後控制(postaction control)：指整個工作完成後，蒐集資料，比較結果與 

預定目標，再決定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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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述型態可知，行銷控制發生於事前、事中乃至事後，亦即從行銷分析、行銷規

劃、行銷執行等階段均與行銷控制等相互回饋，相互修正，彼此形成完整的管理體系。 
    此外，對於上述型態何者為最有效的控制制度，學者間的見解不一致，惟經綜合而

論，有效的控制制度包含以下特徵(Hodgetts,1982;James & Freeman,1989；黃深勳等

2003:384-385)： 

  一、有用和精確的資料：要先了解所需的資料為何，以便剔除無用的報表和資 

料，並且資訊必須精確，若是公司對績效衡量產生偏差，使管理者做出不當的改

善措施，則公司採行的控制制度不能發揮效果。 

  二、適時性：有效的控制制度必須迅速提出偏差資料。公司要對於缺失進行改 

      善，資訊的搜集、整理、分析與評估，務必講求時效性。 

  三、客觀性：公司所採行的控制制度應該客觀，且為公司員工信服，才能貫徹 

      實施。 

  四、經濟性和實用性(economically realistic)：有效的控制制度它的價值必須大於 

      所需的花費，並且要容易實施。 

  五、掌握策略控制點(focused on strategic-control points)：控制制度應該實行於偏 

      離標準，而須採取改善措施之處，而且越偏離標準，越需要嚴密控制。 

  六、彈性：彈性控制可以使管理階層不因營運情況的改變而影響作業的控制。 

      公司所面對的環境隨時會改變，所以建立的控制制度不可過於僵化，才能 

      有效因應環境的變動。 

  七、要能指引方向：有效的控制制度，應該要以書面訂定，並且明白說明偏離 

標準，以及應採取的改善措施。 

貳、行銷稽核 
    近年來，行銷控制的領域中，相當流行採用行銷稽核(Marketing Audit)；惟國內行銷

學專著中，乃至莊翰華(1998)所著之國內唯一針對都市(或地區)行銷專書，大多將論述內

容集中於行銷觀念、行銷分析、行銷規劃、及行銷執行等，對行銷控制乃至稽核等極少

論述。由此亦顯示出行銷稽核的課題應是後續關於行銷研究中，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行銷稽核的定義為公司或事業單位對於其行銷環境、目標、策略和活動等，作一全

面性、系統性、獨立性和定期性的檢查，以期找出問題的範圍與機會所在，並建議可改

善公司績效的行動計畫(Kotler,Gregor & Rodgers,1977；黃深勳等，2003:390)。 

    行銷稽核程序開始於公司員工和行銷稽核人員舉行會議，以便對公司的目標、涵蓋

範圍、深度、報表格式和稽核時間等達成協議，並做詳細的規劃，使得稽核的時間和成

本可以降到最低。 

    行銷稽核的基本原則是：不能依賴公司的主管獲得資料與意見，顧客、經銷商和外

界群體的意見與資料，也要加以訪談。當資料蒐集階段完成後，行銷稽核人員必須提出

主要發現與建議事項，行銷稽核的價值之一就是在行銷稽核過程中，管理人員經由比

較、討論，進而發展出一些行銷活動的新觀念。 

    進行行銷稽核時，最常採用的工具就是行銷稽核表，該表並沒有固定格式，完全依

不同性質的公司、不同的行銷計畫內容而定，Kotler(1988)認為，一項稽核表的擬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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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行銷環境稽核、行銷策略稽核、行銷組織稽核、行銷系統稽核、行銷生產力稽核及

行銷功能稽核等六項要素，如表 7-1 所示。 

 

表 7-1  Kotler 的行銷稽核表 

項目 內容 

行銷環境稽核 分析主要總體環境與公司任務環境中主要要素的趨勢，包括：

技術、經濟、市場、競爭者、一般大眾、文化、政治法律、顧

客、配銷商與經銷商、供應商等。 

行銷策略稽核 檢視公司的行銷目標和行銷策略，以評估其對目前與未來行銷

環境之適應程度，包括：公司使命、行銷目標、策略。 

行銷組織稽核 評估行銷組織在所預測的環境中執行必要策略的能力，包括：

正式結構、功能效率、交互效率。 

行銷系統稽核 查核公司的分析、規劃及控制系統的品質，包括：行銷資訊系

統、行銷規劃系統、行銷控制系統、新產品發展系統。 

行銷生產力稽

核 

檢視不同行銷個體之獲利力，以及不同行銷支出水準的成本效

益，包括：獲利力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行銷功能稽核 稽核行銷組成要素，包括：產品、價格、配銷、銷售力、廣告、

促銷和公共報導。 

資料來源：Kotler,P.,Marketing Management,6th ed.,1988:748-751。 

 

    就上述 Kotler 所發展的稽核表，可以發現稽核內容亦涵蓋行銷情境分析、行銷規劃、

行銷執行等各階段，而此概念正與行銷控制發生於事前、事中、事後的概念相互一致，

更說明了行銷稽核是行銷控制階段的主要工具。爰此，本章以行銷稽核為主要論述，說

明行銷管理的最後階段─行銷控制，並將以此六項內容來稽核台北市政府的行銷管理過

程。 

 

 

 

第二節  對台北市政府的行銷稽核 

    行銷始於了解消費者，止於滿足消費者，「消費者」可說是行銷的核心，是企業永

續經營的支柱，沒有了消費者或顧客，企業或組織亦將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 
   由於行銷稽核的發生與控制概念相同均可能發生於事前、事中與事後的階段，基此

本節對內湖科技園區行銷稽核的論述，亦從這三個角度進行分析，並輔以 Kotler 教授等

人所提之六項稽核內容。此外，值得說明的是，這三個階段的劃分只是為了說明上的方

便，事實上三個階段互為事前、事中與事後的關係。 
壹、事前稽核 
  一、行銷環境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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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環境稽核乃在於了解台北市政府是否對行銷環境有正確的認知？有關此部分

的稽核又分為顧客需求評估、產業調查與趨勢分析，以及 SWOT 分析等三個面向。 

  (一)顧客需求評估 

    企業行銷首重市場調查，以便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唯有對消費者需求正確的認知，

才能生產出符合消費者需要的產品，基此 Kotler 教授才會認為：「行銷管理就是需求管

理」(Kotler,1997:19)。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顧客需求評估，主要是透過自 2003

年起至 2005 年止三次的年度產業調查，自 2001 年 4 月 30 日起台北市長與園區廠商八次

的座談會29，以及行銷訊系統等三個面向來進行，其中行銷資訊系統將獨立列為本節最

後一段專題論述，因此本處僅就「三次的年度產業調查」與「八次的市長與園區廠商座

談會」等二部份加以分析論述。 

    第一、三次年度產業調查─需求評估項目仍須加強 

    有關 2003 年至 2004 年的內湖科技園區廠商需求，本文已在第五章第二節─「內湖

科技園區的消費者行為分析」中已有分析，惟為配合新增之 2005 年第三次產業調查報

告，爰復再次彙整 2003-2005 年三次產業調查報告中有關園區廠商的需求項目，如表 7-2

所示。在該表中，三次年度報告的園區廠商需求項目均有十二項，並且在三次的年度報

告中，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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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納入考量並予以完成。 

  

                                                 
29台北市政府於 2006 年 7 月 27 日舉辦第九次「市長與園區廠商座談會」，經歸納該次會議內容，廠商共

提出 25 項提案，其中又分為產業進駐類 3 項、交通類 10 類，其他類(含臨時提案)12 項等；但由於北

市府建設局並未匯整該次會議提案之處理情形，爰此，本文對座談會的分析與提案處理仍以前八次之

座談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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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廠商需求彙整表 

年度 園區廠商需求項目 

2003 年 1.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通勤巴士(60.33%) 

2.提供相關優惠措施(58.47%) 

3.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44.53%) 

4.協調增建停車場(塔) (39.53) 

5.提供融資訊息(23.80%) 

6.提供廠地、廠房仲介資訊(12.00%) 

7.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3.47%) 

8.協調進駐法規及項目鬆綁(2.40%) 

9.協調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2.20%) 

10.豐富生活機能(2.00%) 

11.協助解決攤販及垃圾問題(0.47%) 

12.園區增設辦理工商登記窗口(0.33%) 

2004 年 1.提供相關優惠措施(63.40%) 

2.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通勤巴士(61.11% 

3.協調增闢行駛園區之短程巴士(47.25%) 

4.協調增建停車場(塔)(43.87%) 

5.無線寬頻服務(30.47%) 

6.提供融資訊息(26.75%) 

7.提供廠地、廠房仲介資訊(11.40%) 

8.協調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2.75) 

9.協調進駐法規及項目鬆綁(2.63%) 

10.豐富生活機能(如餐飲、郵局)(2.12%) 

11.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1.60%) 

12.協助解決攤販及垃圾問題(0.57%) 

2005 年 1.協調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60.74%) 

2.協調增闢本區短程或通勤巴士(46.52%) 

3.豐富生活機能(如餐飲、郵局等)(41.36%) 

4.提供相關優惠措施(37.41%) 

5.協調增建停車場(塔)(28.19%) 

6.無線寬頻服務(27.09%) 

7.提供園區內企業人才資訊 

8.解決進駐法規及項目鬆綁(19.33%) 

9.增設辦理工商登記窗口(15.67%) 

10.提供融資訊息(14.02%) 

11.協助解決攤販及垃圾問題(9.86%) 

12.提供廠地、廠房仲介資訊(5.66%) 

資料來源：台北內湖科技園區 2003-2005 產業調查報告 

       

     針對三次的年度產業調查對園區廠商的需求分析，吾人有以下稽核評述：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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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對廠商需求原因所得之數據相當値得參考；但三次調查報告分析之廠商需 

     求除順序不同外，項目上大部份相同(均為十二項)，其間需求差異者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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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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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需求，然此項需求復於 2005 年報告中出現，經查係歸併 2003 年之「提供  

     通勤巴士及短程巴士」等兩項需求；惟在三次年度報告中園區廠商所反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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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七項需求，均可在立即時間內予以滿足或 

     解決，然而從 2003 年到 2004 年，再到 2005 年，經過二年後消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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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在效率上的 

     瑕疵外，更重要的意涵在於反映出三次年度調查報告在問卷設計的需求評估 

     項目有亟待改進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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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2004 年進駐之廠商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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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規劃，然而 2005 年及 2004 年調查報告 

     在原因及項目不變的情形下，再次顯示出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對產業調查問卷 

     調查之便宜行事。亦即就實際的行銷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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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此三份年度調查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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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進行產業 

      調查需改進之處。 

再者，就需求項目中變化最大者就是「協調改善公共設施及交通措施」，由 2003 

      年排名第九項(2.20%)，2004 年排名第八項(2.75%)，到 2005 年躍升為為第一 

      項需求(60.74%)，此項需求除反映出園區大幅成長所帶來的副作用外，吾人 

      並在第四章 SWOT 分析表格中建議台北市政府應列為第一項優先的行動策 

      略；然而，吾人在此亦重申在第四章已對台北市政府為解決此項需求應有 

      的作為建議，包括： 

1.隨著進駐廠商與從業人員的增加，園區亦面臨日益嚴重的交通問題，對 

 此，北市府不應僅是做調查而已，因為了解消費者需求與型態的目的，在  

 於提供政府擬定策略因應，既然政府短期內無法做出令消費者滿意的政策 

 作為，而消費者自行尋求出因應之道(特別是載客之『野雞車』的自然出 

 現)，完全是基於市場機制的運作(北市府不是一直強調市場的因勢利導嗎 

 ？)，就如同一開始因應園區成立、成長而自然形成的飲食攤販問題，但 

 現在這個問題在園區中已不復見(由此又顯見北市府建設局問卷設計的瑕 

 疵)。因此，北市府的作法應將這些自然產生所謂的「野雞車」，設置定點 

 並強化安全管理，而非基於安全需求進行取締，卻又無法滿足真正的顧 

 客需求。 

      2.真正調查出內科園區廠商的通勤需求，而非只基於公務員的按時上下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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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式慣性想法進行通勤交通規劃，如此才能規劃出符合顧客需求的政策作 

       為。 

    第二、市長與園區廠商的座談─持續辦理，並將參與層級界定為市長或副市長 

    三次年度產業調查報告提供了顧客需求的基本資料，但再透過市長與園區廠商及周

邊居民舉辦之座談會，更能進一步補充在年度產業調查報告中未表達之顧客需求，此

外，由於在會議中必須針對廠商或居民的需求予以立即承諾或解決，進而又產生購後行

為的口碑行銷，因此，吾人在第四章的內湖科技園區 SWOT 分析中，即列為行銷的優勢

條件之一。 

    八次座談會廠商之提案內容與處理執行情形，在本文第五章第二節已有論述，此處

不在重複贅述，惟對於座談會再次提出下稽核建議： 

 首先，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將八次園區廠商的提案內容歸納為園區進駐、交通及其 

      他等三大類，這種對廠商提案問題之分類，實在無法充分反映前述 2003 年、 

      2004 年及 2005 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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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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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乃至於 2005 年公佈之第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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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區環境之 

      交通問題等，對此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內部自行稽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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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第二、三次年度調查會再出現同樣需求？ 

 再者，即便建設局聲稱會將廠商提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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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當時參與座談會的廠商數，可能與 2004 年乃至於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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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產業調查與趨勢分析─持續辦理，了解產業發展動態，並改進產業類別認定  

     的不一致，以符合園區內真實的產業類別 

    雖然內湖科技園區的初期發展是自行成形，但在 1999 年經由台北市政府的介入後，

即便一直到 2003 年才從事第一次產業調查，對園區產業發展才有具體數據，在研究分

析上是一項缺憾外，但不可諱言的從 2003 年至 2005 年的企業總家數、從業員工數及全

年總營收等數字，如表 7-3 所示，均呈現成長的情形而論，台北市政府對園區確實發揮

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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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台北內湖科技園區歷年經營概況(2003 年-2005 年) 

項目別 2003 年 2004 年 2004 年比較 2003 年

增減比率(%) 

2005 年 2005 年比較 2004 年

增減比率(%) 

企業單位數(家) 1,524 1,758 +15.4% 2,005 +14.1%

從業員工人數(人) 56,832 64,779 +14.0% 73,367 +13.3%

企業單位全年營收

(億元) 

7,691 11,666 +51.6% 15,119 +29.6%

資料來源：內湖科技園區 2003 年-2005 年產業調查報告。 
 
其次，總結三次的產業調查，可以了解內湖科技園區的產業發展、經營概況與結構型態，

包括： 
第一、內湖科技園區發展確已成型，並成為台北市未來產業發展的重鎮。 
第二、服務業部門為園區內進駐最多的企業家數，2003 年共 1,177 家佔總家 

數 1,504 家之 78.25%，2004 年共 1,377 家佔總家數之 78.32%，2005 
年共 1,800 家佔總家數 2,005 家之 89.71%；其中，由於服務業部門為 
園區內進駐最多之企業家數，故其從業員工人數亦佔最多，2003 年共 
37,136 人佔總從業人數 56,832 人之 65.4%，2004 年共 41,075 人佔總從 
業人數 64,779 人之 63.4%，2005 年共 54,915 人佔總從業人數 73,367 
人之 74.84%。 

第三、工業部門在結構上雖然並非園區內最主要的產業別，卻是園區內最主 
要的營收來源，2003 年共新台幣 3,957 億元佔全年總營收新台幣 7,691 
億元之 51.4%，2004 年共新台幣 6,413 億元佔全年總營收新台幣 11,666 
億元之 54.9%，2005 年共新台幣 9,994 億元佔全年總營收之 15,119 億元 
之 66.1%；其中，製造業又為此項工業部門分類向下最主要收入來源， 
2003 年、2004 年及 2005 年等均佔工業部門總收入 98%。 

第四、園區已逐步朝向「科技園區」定為發展，製造業家數比例減少(2004 年 
相較於 2003 年減少 1.31%，2005 年再相較於 2004 年減少 1.36%)，但全 
年總營業收入卻增加(2004 年相較於 2003 年增加 3.69%，2005 年再相較 
於 2004 年增加 4.36%)，顯示製造業逐漸轉型為高附加價值之原料藥製 
造，以及生物製劑製造之生物科技業發展；另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家數亦呈現增加的趨勢(2004 年相較於 2003 年增加 2.07%，2005 年再 
相較於 2004 年增加 0.09%)。 

第五、園區內工商業經營規模呈現小型、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 
 
    此外，透過三次的產業調查報告，反映出目前園區的確實已朝「科技型、知識型」

的定位發展，並有以下趨勢(詳細分析請詳見第四章)： 
第一、知識型產業聚落成型，並成為園區主要的營收來源； 
第二、製造業逐漸重視創新與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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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資訊科技應用普及； 
第四、中國大陸為園區內企業之工廠與關係企業設置之主要國外地區。 

 
    最後，上述三次產業調查報告確實對於內湖科技園區目前的產業發展、結構、規模

與趨勢等均有全面性的分析與了解，有助於台北市政府對行銷情境的掌握，並從事後續

的行銷規劃；然而，對於上述三次產業調查報告的部分內容及實際操作，吾人有以下的

行銷稽核評述： 
    第一、有關上述行業別的分類，依據兩次產業調查報告中附錄對於名詞定義的說

明，「統計結果表內大、中行業編號係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版)為標

準」(2003 年，頁 58；2004 年，頁 126)，因此將園區內的產業區分為兩大類十二中類，

包括工業部門(下又細分為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等三類)，以及服務業部門(下又

細分為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

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醫療保健、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等九類)，
惟吾人再查閲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網站，發現該局在「進駐園區廠商彙整表」中將目前進

駐園區的廠商行業別區分為製造業、研發設計業、資訊服務相關行業、通訊服務相關行

業、生技服務相關行業、企業總部及其關係企業、外國駐台經貿科技商務中心、支援性

產業及相關服務設施等八大類(http://www.dortp.gov.tw/big5/content)，與調查報告所列者

不同。 
    對此，吾人認為目前的行業分類，無法反映出日新月異的產業類別。雖然建設局對

園區廠商進駐的分類沒有基於精確的分類標準，但至少從其分類中可以更明確獲知進駐

園區的產業種別。這種產業業別快速的變化，難以精確劃分的情形，同樣亦反映在台北

市政府對園區次核心產業進駐園區的公告為何要採「負面表列」的緣由。因此，對照台

北市政府建設局所彙整之產業別，吾人認為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基於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對現時園區的產業無法標示出適當且實際的分類，例如企業總部、研發設計、資訊

科技等，是未來進行園區後續產業調查應改進之處。 
    第二、吾人仔細參考並分析三次產業調查報告後，認為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在報告內

容與實際執行上，有若干値得改進之處： 

     1.對園區內的行業分類未能符合園區實際的進駐產業，就分類別不似建設局 

       的分類較符合園區實際進駐的產業； 

     2.調查報告中表格所列標題與金錢單位用法，例如營收數字之單位有萬元與 

       百萬元兩種，以及圖示標題等均不一致； 

     3.對廠商進駐時間所列之標準與家數前後不一致； 

     4.尤其是 2004 年第二次產業調查報告之統計數字有誤植現象，出現前後不一 

       致的情形，如原表九之產業型態與知識密集度之全年總營收資料，以及原 

       表十三之企業工廠國設置分佈在文字敘述與數字上前後不一致； 

5.在三份報告中提出相當多的數據，卻未進一步分析。由此更顯示出台北市 

  政府主計處與建設局並未對調查報告進行協調，至少未針對建設局的業務 

  需求提出應有的分析與建議，成為一份極有價值的參考數據與決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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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SWOT 分析─未來應從事策略規劃之 SWOT 分析，以充分掌握內部之優、劣勢條

件，及把握外在之可能機會及威脅，進而規劃適當的行動策略 

    台北市政府並未對內湖科技園區進行 SWOT 分析，以致對於內湖科技園區內在的優

勢與劣勢條件並未充分掌握，以及未能了解未來外在環境可能面臨的機會與威脅，甚至

未能進一步針對 SWOT 分析後提出應有的行動策略。因此，基於策略性規劃之 SWOT

分析的概念，吾人對台北市政府現有強調內湖科技園區的競爭優勢與改進弱勢條件的作

法，提出以下的行銷稽核評述： 

    第一、依據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2006 年 6 月最新出版用來促銷內湖科技園區的兩份

文宣品，包括：《科技台北的動力核心：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在這份刊物中以「金色印

象、火樹銀花、興業樂土、水到渠成、聚林成木」為主題勾勒出內科的吸引力，並強調

內科的競爭優勢為 1.優越的地理位置；2.健全的生活機能；3.活絡的交通網絡；4.先進的

資訊脈絡；5.單一的服務窗口等，另外一份刊物為《內科奇蹟：一個首都科技園區的誕

生》，在該份刊物中促銷內科的優勢為 1.台北科技走廊；2.地理優勢─順暢交通網路；3.

優質人才─厚植科技實力；4.總部雲集─研發中心林立；5.聚落效應─匯集產業菁英；

6.金融服務─完備安全便利；7.多元發展─滿足生活機能；8.效率行政─擴大發展效應；

9.黃金金三角─台北今日之星；10.整合發展─大內科前景無限等。 

    總結兩份刊物強調之優勢，除了《內科奇蹟》突顯出「機會─大內科前景無限」的

概念外，大致仍與本文第四章所分析之優勢相同，即行銷定位、產品、地區環境、夥伴、

行銷控制購後行為的掌握等優勢，但對於價格要素(土地建物成本較低廉)與行銷執行組

織等優勢均未強調，而這種對於優勢條件未能充分掌握，自然與台北市政府未從事 SWOT

分析有關，進而忽略了其他優勢條件的存在，未能充分掌握內湖科技園區的真實動態。 

    第二、依據台北市政府 2004 年 11 月 22 日成立的「內湖科技園區推動小組」，乃至

於 2005 年 3 月 15 日將小組擴大為「台北市大內科跨局處推動小組」，以及自 2005 年 6

月 6 日起定期召開的「內科交通總體檢會議」，除了顯示出北市府對內科真正的重視之

外，主要亦針對內科目前所呈現的地區環境的劣勢條件，包括生活條件之交通問題以及

腹地受限等進行修正規劃，但這種修正的規劃作為主要是基於三次的產業調查報告，以

及八次的台北市長與廠商座談會等資訊反饋而來，然而相對於本文第四章基於策略性規

劃之 SWOT 分析後，內科的劣勢並不止此，還有價格(整體租稅優惠)、政策(地方政府園

區資源無法與國家級園區相比擬)、行銷組織的缺乏，以及行銷執行組織缺乏足夠資源

等。但對於這些弱勢條件，台北市政府仍未有任何的修正作為。 

    第三、特別是針對上述內湖科技園區目前最嚴重的問題需求─交通雍塞規劃的解決

作法，吾人亦再次強調如下建議，包括： 

1.短期方案 

 ○1 成立園區專屬交通警察隊，白天時間隨時取締路邊臨時與違規停車(包括  

   計程車)，上下班時間疏運交通； 

 ○2 園區內路邊全面禁止停車，園區內目前違規臨時停車問題嚴重，妨礙車流 

   的順暢，且已有足夠的停車空間； 

 ○3 清查園區各大樓的停車位，並要求釋放與讓外車進入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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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園區大動脈─瑞光路行使中運量巴士，因為在有限路幅下，密集增開大巴 

   士車次只會造成道路的壅塞； 

 ○5 設置車況即時監控系統； 

 ○6 設置外縣市通勤交通車專用停車站，只准上下班停靠，並由園區專屬交通 

   警察隊列管並進行安全性查核，以保障乘車安全； 

2.中期方案： 

 ○1 調查園區內從業員工的通勤時間，以調配通勤巴士； 

     ○2 設置捷運站到園區的自行車專用道，並透過服務中心、發展協會與管理委員會

進行宣導，讓園區從業員工了解並逐步改變通勤習慣； 

3.長期方案：捷運內湖線如期完成。 

    第四、在可能的機會中，台北市政府除了預期「產品─內科未來擴充性」，並期望

透過「台北市工業區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草案)的研擬，對台北科技走廊的成型進行規

劃之外，由於未從事策略性的 SWOT 分析，因此忽略了內湖科技園區仍下列機會，包括：

「行銷定位─竹科為製造中心、內科為研發中心的再定位」、「行銷定位─內科為品牌中

心」、「產品─科技與人文結合的開放空間」、「產品─園區與社區居民融合共生」、「地區

環境─松山機場為未來兩岸直航機場」等；此外，亦未針對可能的威脅，包括同一政治

體系與不同政治體系的競爭威脅，提出適當的行動策略。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機會與威

脅的了解與掌握，將影響到後續行銷策略的規劃。 

 二、行銷策略稽核 

    行銷策略為行銷定位、目標市場與行銷要素組合等三大概念的綜合運用，透過此項

稽核在於了解台北市政府實際的行銷策略為何？以及經過 SWOT 分析後應有那些的行

動策略可以改進？以及兩者之間的落差為何？  

(一)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之行銷策略，包括： 

   1.目標市場 

    台北市政府將目標市場，區分為核心與次核心產業兩大類。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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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銷要素組合 
   ○1 產品─強調從內湖科技園區到大內湖科技園市的未來擴充性 
   ○2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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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2004 年 1 月 20
日公佈實施「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提供勞工訓練或補貼、租稅補貼、融資

利息補貼等獎勵；研擬「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自治條例」(草案)，以獎勵方式推動

未來的生物科技產業發展。 

   ○3 促銷 
    台北市政府對於內湖科技園區的促銷規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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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規劃「市長與園區廠商及鄰近周邊居民代表座談會」； 
    ○3 -2 編印各式中、英文園區簡介等招商文宣資料； 
    ○3 -3 規劃三次(2003、2004、2006 年)市長赴國外招商； 
    ○3 -4 規劃一系列的公共關係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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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不定期促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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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之工商服務網(http://ibs.taipei-elife.net) 
    ○4 -2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網站(http://neihu-c-iweb.co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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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第一類政策─針對目標市場，包括：「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九次基於

輔導管理辦法授權進行之產業認可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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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辦法」、及研

擬中的「台北市工業區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等。 
    ○5 -2 第二類政策─針對行銷定位，包括：2002 年 7 月 26 日之「變更台北內湖科技

園區都市計劃公告」、「企業總部認定程序」、「企業總部之關係企業認定要點」等。 

    ○5 -3 第三類政策─針對價格，包括：「台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及研擬中的

研擬「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自治條例」(草案)。     

   ○6 地區環境 
    台北市政府在地區環境的規劃做法，包括：基於內湖科技園區地區環境優勢的行

銷、基於台北市地區環境優勢的行銷、基於松山機場未來成為兩岸直航機場之機會規

劃、基於內湖科技園區地區環境劣勢的規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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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行銷執行組織  
    台北市政府的規劃作法，包括：興建「臺北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規劃成立「台

北內湖科技園區跨局處推動小組」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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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台北市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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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源，為國外投資者的最佳選擇。 
   ○10 政府效能 
    台北市政府在《數位台北、躍進全球》、《亞洲運籌、再造高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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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宣品中，均

強調台北市、乃至於內湖科技園區的競爭優勢之一即為「高效率的行政服務」。 
  (二)SWOT 分析後總體發展策略建議 
    本文在第四章曾以 SWOT 分析後，對於台北市政府未來行銷內湖科技園區提出以

下總體發展策略建議，並將這些策略按各種可行性考慮後，排列實踐的優先順序，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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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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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北市府應建立專責行銷組織(劣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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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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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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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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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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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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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北市府應在行銷計畫中將「兩岸垂直分工之研發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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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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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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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北市府應將可能的「內科為品牌中心」之「行銷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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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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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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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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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權威(劣勢)。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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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北市府應將可能「松山機場為兩岸直航機場」的「地區環境」特色列入行銷 

規劃中，並持續與中央溝通(機會)。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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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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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北市政府實際行銷策略規劃與 SWOT 分析後建議實踐策略落差稽核 

    雖然台北市政府在行銷策略上，已然針對目標市場、行銷定位及行銷要素組合等進

行規劃，但盱衡並對照經 SWOT 分析後的建議策略，吾人有以下的稽核評述： 

  第一、實際規劃與建議策略兩者間有落差未規劃者，包括： 

    1.已規劃大內湖科技園市，乃至於台北科技走廊的遠景，但未提出具體時程表； 
    2.未規劃專責行銷組織的成立； 
    3.未規劃針對內科發展協會及園區管理委員會聯合會更多的資源，尤其是資訊 
     與權威，以建立該兩組織在園區廠商中的地位； 
    4.未規劃給予內科服務中心更多的資源； 
    5.已規劃強調產品特色之「聚落效應」，但整合促銷中並未規劃廣告方式； 
    6.已規劃強調產品特色之「地區環境」，但整合促銷中並未規劃廣告方式； 
    7.未規劃將「土地建物成本低廉」之「價格因素」行銷給目標市場； 
    8.未將可能的「科技與人文結合的開放空間」之「產品」機會列入行銷規劃， 
     以吸引目標市場； 
    9.未將可能的「園區與社區居民融合共生」之「產品」機會列入行銷規劃，以 
     吸引目標市場； 
    10.未將可能的「內科為品牌中心」之「行銷定位」機會列入行銷規劃，並以  

     「政策的公佈」逐步達到此一目標； 
    11.未規劃為改善「價格」上的劣勢，向中央爭取更多的租稅優惠； 
    12.未規劃為改善「政策」上的劣勢，向中央爭取更多的政策權威； 
    13.未將可能的「竹科為高科技製造中心、內科為研發中心的在分工」之「行 
      銷定位」機會列入規劃； 
    14.未規劃向中央爭取「松山機場為兩岸直航機場」； 
    15.未將向中央建議「全球化競爭下集中資源發展」，以避免「同一政治體系的 
      競爭」之「威脅」列入行銷規劃； 
    16.未具體規劃與同一政治區域內的縣市政府建立結盟關係，以避免「不同政 
      治體系競爭」之「威脅」。 
  第二、促銷策略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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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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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品製發後置於定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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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台北市政府只是『因勢利導』，順

應產業的發展」，自然就可以順利招商引資。對於此項策略，北市府應予以強化！ 
  第三、通路策略的強化 

 對於台北市政府的通路策略，吾人認為有強化的必要性，並提出以下建議： 

    1.基於目標市場區隔的通路策略：由於台北市政府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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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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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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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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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機場：Kotler 教授等人在《Marketing Asian Places》一書中，提及「對許多旅

行者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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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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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又突顯出上述「促銷策略」應以強化的必要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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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通路策略除了又涉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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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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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2.地理資訊系統的通路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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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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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選址與定居的決策

過程中，以發揮重要與立即的影響力(汪明生，1994:21-22)。 

  第四、夥伴策略的強化 

    有關夥伴策略的強化，包括：對園區發展協會與管聯會正確的定位，以及透過國際

知名行銷學者協助行銷等兩項： 

1.對園區發展協會與管聯會的正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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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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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透過國際知名行銷學者協助行銷 

Kotler 教授(2002)等人合著《Marketing Asian Places》一書，國內的商智文化事業公司

已將該書翻譯並定名為《科特勒深探大亞洲：人潮、金潮與地方再造》，並且在該書前

言委請 Kotler 教授等人寫下〈台灣的挑戰〉一文，在該文中 Kotler 等人表示：「台灣的

地區行銷挑戰，和亞洲其他地方不同，因為台灣需要超越自己過去的成功。台灣在許多

地方的表現是如此傑出，例如令人稱羨的教育體系，世界級的製造業，擁有鉅額外匯收

益的出口業，台灣已成為其他區域經濟體系發展的標竿。……。目前台灣正面臨一些策

略性的挑戰」，製造業大舉將生產重心轉往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尤其是中國大陸，亞洲

現在的工作競爭及資本競爭尤勝以往，如果要填補失去的職缺，台灣必須加速轉型跨進

高科技的產業。在競逐人才方面，雖然台灣的失業率屢創新高，但仍必須挽留島內的佼

佼者，並吸引引國外的頂尖好手加入，同時，台灣更應注意的是遜於競爭對手的電力、

交通及通訊建設發展。……。如果台灣想再度飛躍成長，就必須具備策略眼光，正視這

些挑戰」(羅漢等譯，2002:20-21)；雖然 Kotler 等人特地專文提出台灣現時與未來的挑戰，

但是吾人復閱讀全書原文時，發現 Kotler 教授等人提出亞洲許多地區的行銷經驗，大量

的資料來源仍集中於若干特定地區，例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香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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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等地，對台灣所敘述的資料相對較少。基此，吾人認為應提供更多更正確的資料給

國際知名的行銷學者，如 Kotler 教授等，憑藉其學術著作的影響力，如能給予台灣、內

湖科技園區乃至於台北科技走廊充分的論述與介紹，自然亦為夥伴策略的更進一步應

用。 

第五、行銷組織策略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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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政府效能策略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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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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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時反映出對行銷執行人員之作為建構有效績

效評估指標的重要性。 
 

貳、事中稽核─ 
  一、行銷組織稽核 
    行銷組織稽核係在評估行銷組織在所預測的環境中執行必要策略的能力，簡言之，

即了解行銷組織的工作表現如何？由於企業行銷透過行銷組織進行行銷情境分析、規劃

乃至於整合資源執行規劃的策略，因此必須了解其組織結構是否足以承擔並實踐預定的

行銷目標；然而，對於台北市政府而論，承襲上述對行銷策略的稽核，綜合台北市政府

已規劃之行銷要素的組合，在實際的行銷執行上，尚缺乏「行銷專責組織」以進行相關

行銷活動的策略性行銷規劃，以及影響國外投資者評斷其後續投資成本與效率的「政府

效能」。尤其是「行銷專責組織」的建立更為重要，因為其他要素的組合必須在事前由

其擘劃各項預定作為，事中統合各項資源進行行銷活動，事後由其評估各項資訊回饋以

了解行銷執行的缺失，進而修正行銷計畫。然而台北市政府目前主要行銷組織為台北市

政府新聞處，但新聞處行銷者為整體台北市之形象，並未特別針對內湖科技園區。吾人

再次強調，如果未設置對園區動態熟悉之專責行銷組織，如何期望能有效對園區或未來

的台北科技走廊進行行銷？  

    因此，吾人提出以下整體與個體兩項行銷組織稽核評述與建議： 

  第一、整體行銷組織的設置建議─成立城市行銷局 

    未來台北市政府應成立「城市行銷局」，以現行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架構主體，

並且基於城市行銷的發展需要未來將該局業務內容區分為【市政、文化、產業、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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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領域。 

  第二、個體行銷組織的設置建議─統合高科技園區主管機關並設行銷組織 

    將所有現行(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園區)或未來(士林─北投知識園區)園區的主管

機關統一，均歸屬於台北市經濟委員會，以求事權確實，並在其下設立專責行銷組織，

統一規劃高科技產業的行銷業務，並與可能之城市行銷局相互配合。值得說明的是，在

高科技園區下轄園區的行銷專責組織與城市行銷局的業務，在組織分工並不衝突，這種

組織分工關係如同我國中央目前現行的考試院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一般，考試院統籌全

盤人事行政業務制度與法規規劃，人事局除了原則上配合考試院政策外，並能以實際用

人機關的需求去規劃行政系統所需之各項人事行政業務。亦即就組織分工而論，城市行

銷局從事整體規劃，高科技園區行銷組織則除了配合外，更能以行銷角度去思考「實際

上」(與高科技園區有關)的規劃作為，而非僅止於業務資訊的提供，但這種資訊卻不一

定符合行銷的需要。 
二、行銷功能稽核 

    行銷功能的稽核主要在於了解消費者究竟是受到何項行銷要素策略的影響，產生了

購後行為？對此，根據內湖科技園區三次的產業調查報告，吸引園區廠商進駐的原因，

如表 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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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吸引廠商進駐原因分析表 

年度 吸引廠商進駐原因 

2003 年 一、看好未來之擴充性(59.8%) 

二、土地及建物成本較低(35.60%) 

三、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32.87%) 

四、聚落效應(30.47%) 

五、生活機能較完善(14.64%) 

六、市府良好的服務功能(11.44%) 

七、允許企業營運總部進駐(9.71%) 

八、進駐法規鬆綁(7.92%) 

九、地緣關係(如自有土地、早期已進駐)(3.46%) 

2004 年 一、看好未來之擴充性(64.51%) 

二、土地及建物成本較低(39.60%) 

三、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38.46%) 

四、聚落效應(17.20%) 

五、生活機能較完善(12.17%) 

六、市府良好的服務功能(9.94%) 

七、允許企業營運總部進駐(7.66%) 

八、進駐法規鬆綁(6.17%) 

九、地緣關係(如自有土地、早期已進駐)(1.54%) 

2005 年 一、看好未來的擴充性(45.8%) 

二、聚落效應(42.34%) 

三、完善的公共設施且交通便利(25.13%) 

四、土地及建物成本較低(19.57%) 

五、地緣關係(如自有土地、早期已進駐)(14.86%) 

六、生活機能較完善(14.01%) 

七、市府良好的服務功能(9.41%) 

八、允許企業營運總部進駐(7.81%) 

九、e 化程度(6.16%) 

十、進駐法規鬆綁(5.56%) 

       資料來源：台北內湖科技園區 2003-2005 年產業調查報告 

 

    針對以上三次產業調查報告所臚列吸引廠商進駐的原因分析，吾人就整體與個體等

兩個層面，進行下列的行銷功能稽核評述： 

第一、就整體而論，吸引廠商進駐的原因即為內湖科技園區既存的優勢條件或未來可能

的機會，若將此十大項目可歸納為下列行銷要素： 

    (一)產品─看好未來的擴充性、聚落效應； 

    (二)價格─土地建物成本較低； 

    (三)地區環境─完善的公共設且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較完善、地緣關係及 e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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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等； 

    (四)政策─允許企業總部進駐、進駐法規鬆綁； 

    (五)政府效能─市府良好的服務。 

第二、就個體而論 

    (一)產品─看好未來的擴充性：所謂未來的擴充性係指大內湖科技園市、台北科技

走廊的成型，以及松山機場成為兩岸直航機場的未來遠景等。雖然此項產品特色在三次

產業調查報告中均列為最重要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該項原因的比例卻從 2003 年

的 59.8%、2004 年的 64.51%，到 2005 年驟降為 45.8%，即便仍高居首位，吾人認為這反

映出受訪者對此仍抱有未來遠景實現可能的憧憬，但遠景何時實現？有無具體規劃時

程？則反映出園區廠商的疑慮。 

對於此項論證，吾人茲引述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九次「市長與園區廠商座談」參與

之兩家廠商所提出的臨時提案說明。 

    在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九次會談，首先台北市長致詞時做出如下表示：「當然內科

不會只發展到這裡，往後發展會非常的大，未來的大內科會有 500 多公頃，若將來松山

機場可做為兩岸直航的基地，可直接跟國際城市做連結，應該會為大內科的發展帶來更

好的機會」(2006.7.27.會議紀錄)，但園區廠商之一數位聯合電信公司在會中提出臨時提

案：「案由為：松山機場開放兩岸直航的可能時間及對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的可能影響為

何？提案說明為：一、常常聽到關松山機場開放兩岸直航的說法，但是，好像只有樓梯

響，依馬市長看，何時才為可能時間？二、很明顯的，兩岸直航後，國內廠商經營型態

必然有重大的改變，馬市長認為兩岸直航對內科可能影響為何？」，參與的交通局與建

設局如是回答：「交通局： 

兩岸通航政策與直航機場之選定為中央權責，本府一向支持松山機場為兩岸直航機場立

場無庸置疑，除可以帶動本市觀光、經濟及產業發展外，另可配合科技總部群聚於內湖

科技園區效應，達成根留台灣，放眼大陸模式，本府交通局將持續與中央溝通說明松山

機場、中正機場可互補共榮模式。另關於相關技術問題，交通部允諾未來政策面一旦有

所決定，將全力配合積極推動。 

建設局：臺北市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以亞太區域都會五個中心都市來看，臺北市位居

於亞太商業活動最頻繁區域之中心，上海、東京在北，香港、新加坡在南，臺北則居中。

對航空及航海來說，臺灣為中繼點，臺北市到中正國際機場僅需 40 分鐘車程，與西太

平洋七大城市平均飛行時間亦只需 2小時 55 分鐘，而基隆港及未來規劃之臺北港也將

因靠近大陸沿海地區，而具有很高的競爭優勢，若加上松山機場規劃開放兩岸直航等有

利因素下，更具亞洲樞紐地位，爰上；本府將會在適當場合積極爭取松山機場為兩岸直

航機場。 

另內湖科技園區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便利之交通網絡，園區內之企業總部已全面採取

全球供應鏈管理模式，再搭配園區附近批發倉儲及物流商展區，園區內已有條件將備

料、生產、出貨、通關到市場配銷的每個環節加以串聯，相信本市松山機場成為兩岸直

航機場後，為臺北的企業與台商提供了「早上搭機直飛、上午公司開會、下午工廠視察、

晚間直飛返台」的城際移動模式，更能吸引台商在成本考量下，將營運總部設在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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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27.會議紀錄)，針對上述兩權責機關的答覆，當時擔任主席的馬市長作出如下裁

示：「中央政府目前傾向不開放直航，但是我們的主要訴求是，如果將來開放直航，當

然不會漏掉松山機場，且將來如果開放直航，希望不限於中正及小港，甚至能包括清泉

岡、花蓮等，一方面可減少大家地面交通的時間，另一面可定位在「松桃分工」：桃園

負責客貨兩用，松山以客為主，並且規劃物流區，讓高價值的零件能從南港及內湖這裡

運送。」(2006.7.27.會議記錄)。 
    此外，另一家廠商台聚關係企業亦提出一項臨時提案：「案由為：臺北市政府之於

園區未來發展的藍圖為何？案由說明為：內湖科技園區發展至今雖然只有短短數年，但

是成就斐然。園區不但現在已經是臺北市的金雞母，更也是台灣的經濟指標了。今年已

經是馬市長兩任任期的最後一年了，臺北市政府之於園區未來發展的藍圖為何？」，北

市府建設局的答覆為：「園區從規劃迄今，其發展腹地已達 9成以上，本府仍致力產業

之升級及吸引更多國內、外企業營運總部及高附加價值之科技廠商進駐園區，惟園區腹

地有限，本府参考內科發展經驗研擬「臺北市工業區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草案）」，以加

速本市其他傳統工業區轉型，冀結合內湖科技園區鄰近周邊用地如北勢湖、新明路、羊

稠小段等工業區，發展成為「大內湖科技園區」，以擴大產業基地、形塑產業群聚效應，

進而提升本市產業競爭力。 

依內科園區近年發展經驗可知，本市產業是以發展高科技及知識密集產業為主，本府為

能有效並持續推動是類產業，除積極規劃大內湖科技園區計畫外，亦為延續南港軟體園

區一、二期之群聚效應及滿足產業需求，目前已由世正開發公司標得本府 C10、C11 地

上權 50 年，進行「南港軟體園區第三期」之開發，並預計於 96 年 6 月完工，屆時將可

提供約 90 家知識密集產業進駐，每年可創造總產值約新台幣 600 億元。另為提供本市

科技產業未來 10 年所需之發展用地，並串連基隆河沿岸之產業園區，形成科技產業發

展軸帶，本府在北投、士林交界處面積約 194.29 公頃之區域規劃「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計劃引進生物技術、媒體、資訊、通訊等產業，以創造富含文化氣息並結合生產、生活、

生態為園區發展目標，該園區目前已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86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現刻正由本府辦理區段徵收中，俟園區完成後沿著基隆河，即可連接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

園區，形成綿延20公里產業軸線，吸引科技產業進駐，使「臺北科技走廊」具體成形。」(2006.7.27.
會議記錄) 
    針對上述廠商所提出的臨時提案，雖然北市府相關權責機關提出答覆，但很明顯依

然處於願景勾勒的階段(如引述紀錄中之斜體劃線部分)，並未提出具體的時程表，並未

能讓廠商心中的疑慮得到任何肯定的答案。因此，吾人在前述之行銷策略稽核中有關大

內科、台北科技走廊，以及松山機場未來成為直航機場時，即評述台北市政府雖然在大

內科及台北科技走廊有規劃作為，但應提出具體時程表 
，甚至松山機場成為兩岸機場仍僅止於口頭論述，並未有任何規劃。對此，台北市政府

應予以正視，否則此項誘因的吸引力可能將日趨於下降！ 
    (二)價格─土地建物成本較低：此項要素的優勢，吾人在內湖科技園區 SWOT 分析

後的建議行動策略，即已建議台北市政府應將此項要素行銷給目標市場，並在行銷訴求

上為第三項主要訴求並加以促銷，但台北市政府並未對此進行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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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區環境：在 SWOT 分析後的建議行動策略中，吾人即已建議將該項優勢條件

列為行銷第二項主要訴求，而衡諸台北市政府的對外行銷作為，確實將該項因素列為最

優先的競爭優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2005 年的進駐原因中首次出現「e 化程度較高」，

這顯示出台北市政府在《亞洲運籌、再造高峰》及《亞洲新矽谷─台北科技走廊營收破

兆》等兩份對外行銷內湖科技園區的文宣品中，一再行銷「園區內有先進的光纖通訊服

務，並架設 APCN2(Asia Pacific Cable Network 2)、C2C(City to City)海底電纜，連結亞洲

及美西等各大都市，寬頻無虞」，以及台北市長對外行銷一再提及的「網路新都」等未

來優勢，確實對消費者產生購買意願的行為，尤其將園區的行銷定位為高科技園區，此

項優勢必須繼續維持，同時亦可能成為逐漸成為另一主要行銷訴求。 
    (四)政策：雖然此項要素，包括允許企業總部進駐、進駐法規鬆綁等在三次調查報

告中均列為較低的排序，但卻反應出在行銷規劃中企圖透過〈輔導管理辦法〉的九次公

告逐步開放進駐廠商產業別，以吸引消費者購買意願之目的，確實已達成；此外，更重

要的是，允許企業總部的進駐30，對園區產值的提高有直接、正面的影響，因為企業總

部的產值計算是來自於各地分公司實際產值的彙總，但由於總部設置在園區內，自然將

該公司總產值一併以單一企業家數計算，如此一來將提高園區總產值的計算31。未來台

北市政府應強化地區環境的基礎建設，並持續推動「企業總部」的政策要素，以進一步

形成更具行銷效果的「聚落效應」。 
    (五)政府效能─市府良好服務：此項要素若是指整體台北市政府的服務，顯然與受

訪者 G1、G2、G3、G4、G5、G6 等的意見有明顯落差，但如果這項「市府良好服務」

是指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服務則呈現一致性，此外，亦可能指歷次的市長與園區廠

商座談會提案的立即回饋。但不管是服務中心或市長與園區廠商座談(購後行為的掌握)
吸引園區廠商進駐，均與本文在第四章所列之優勢條件相互一致。據此，台北市政府應

持續這項優勢，並依前述所提之 SWOT 分析後之行動策略建議：給予服務中心適當的

資源，以及持續辦理座談會且參與層級界定為市長或副市長。 
第三、在調查問卷設計上，應增列如何知道內湖科技園區的「通路」選項： 

本文第五章第二節中已論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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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依據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2006 年 6 月出版的《科技台北的動力核心：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刊物顯示，截

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為止進駐園區的企業營運總部共有 28 家。 
31 筆者在 2006 年 9 月 6 日上午在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講授「城市行銷策略」課程，即以內湖科

技園區為個案說明，其中有位現任職於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綜計室的學生，正好負責建設局內湖科技園

區的業務，他在課堂上即與筆者討論並自承，由於企業總部總產值來自其他各地分公司的實際產值的

合併，將提高內科園區整體的產值，如果扣除此部分，內科實際總產值可能沒有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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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事後稽核 
  一、行銷生產力稽核 
    企業行銷生產力稽核的重點在於獲利力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等，尤其是獲利力分

析，對企業組織現時乃至未來的經營更是重要，而企業獲利力的分析，一般可包括宏觀

與微觀兩個層面來進行分析，其中，宏觀層面係指組織所提供所有業務類別中，何項業

務獲利最高？對企業組織的貢獻度最大？何項業務的獲利正逐漸消退？為何會造成如

此？其次，微觀層面則指組織所提供的產品種類中，何項產品的獲利最高？何項產品的

獲利正消退中？為何會如此？再者，在企業組織的所有分公司(或銷售據點)中，何家分

公司(或銷售據點獲利最高？何家獲利正在消退中？為何會如此？最後，不論是宏觀面

的業務或是微觀面的產品或銷售據點的獲利狀況，均清楚顯示在業績報表上，獲利高者

繼續維持，但對於獲利情形與預定目標有差距者，甚或正在消退中的業務、產品與分公

司(或銷售據點)，則分析其消退的原因，並適時提出應有的策略加以因應。 

    對於上述企業獲利力分析的概念與複雜互動關係，以下茲以目前國內最大的文教機

構─志光關係企業為例說明32如次：志光關係企業經營之業務項目包括：公職系列考試、

研究所考試、師資類考試、證照系列考試、企業招考系列(如台電、中華郵政等)考試，

以及因應上述考試之出版品與錄音函授等，其中公職系列考試為獲利最高者，因此與其

相關之出版品與函授教材亦連動獲利，此項業務項目獲利的穩定成長，除了是消費者確

定的品牌形象因素外，該機構並在行銷策略上以「公職考試每三位就有二位來自志光」

的行銷定位不斷對外行銷；其次，師資類(師資班、教師甄試)考試，早期為其最主要獲

利來源，如師資班考試，後來由於師資班逐漸飽和，進而一般大學畢業者願意透過補習

方式投入師資班者越來越少，在市場逐漸萎縮下，減班甚至不開班成為維持獲利的必要

策略選擇，但面臨師資班市場萎縮，該機構審視外在市場的變化，雖然師資班已呈現飽

和，導致該項業務項目持續減少，但發現在上游市場的萎縮，下游卻呈現另一商機，因

為這些師資班畢業者必須面臨就業市場，即從事國中小學教師的甄試，所以該機構隨即

改變行銷策略，又以教師甄試為師資類考試的主要行銷訴求，由於顧客群既定且龐大，

又對志光師資班建立品牌形象，因此該項業務推出後，隨即又成為該機構另一個主要獲

利來源，爾後下游市場隨著教師甄試的名額逐漸減少，這項獲利又逐漸消退，因此，師

資類考試目前為該機構群所有業務中獲利最差者。雖然如此，但該企業機構再次審視從

師資班到教師甄試的市場變化，由於教師甄試名額有限導致大量具備教師資格卻無法應

聘為教師之流浪教師問題嚴重，但基於危機就是轉機的思考，如今又改變行銷策略，意

圖將這些龐大、既定的顧客群引導到公職類─即教育行政類科的考試，以創造另一個獲

利來源。 

    其次，該企業整體機構，包括：志光補習班、保成學儒補習班、志聖研究所、志光

數位學院、超級函授中心、志光出版社、新保成出版社，以及一品出版社等，其中獲利

最高者為超級函授中心，因為該中心的業績成長除了係連動受到公職類考試為主要獲利

來源的影響，更值得說明的是，該中心提供給消費者的函授內容，為企業系列內各班將

                                                 
32 由於筆者自 1998 年起即在該機構擔任講師，並不斷與該機構創辦人、核心領導人物及各分公司經理互

動並溝通經營管理理念，對該機構業務運作相當熟稔，因此以該機構為個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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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教師上課內容錄影(音)後提供給該中心，再由該中心經過適當剪輯後的產品，亦即

該中心在成本耗費上是最小者。此外，這項業績的成長，該機構分析消費者的心態，除

了反映消費者可能基於時間的配合，以及不願與其他人共同擠在一間上課教室造成空間

上的擁擠等因素，以致造成視訊班業績大幅成長外，更重要的是讓該機構核心經營階層

意識到，此項業務內容正存在著龐大的潛在消費者市場；而相對於超級函授中心的高獲

利，志聖研究所則為獲利最差者，造成研究所業務獲利一直無法提振的原因，經該機構

內部核心經營階層的分析，其中教育研究所係受到教師甄試市場萎縮因素的影響，亦即

研究所畢業後亦須面臨就業市場的壓力，進而導致原研究所獲利的主流業務內容─教研

所之業績逐漸萎縮，當其面臨原先獲利的主流業務萎縮，亟思轉變策略將研究所業務轉

變為法、商科業務時，亦遇到困境，那就是在既有的研究所市場上，早有一家專辦法、

商科知名度極高的高點研究所補習班，其中法律的科目由於透過該班旗下之《月旦法學》

刊物與國內各大學法律系教授長期合作，並已成為法律系學生必讀或參考的一份刊物，

形成既定品牌的形象，此外，其商科則由在補教業已相當知名的教師親自授課外，且行

銷人員深入校園紮根，亦形成既定的品牌形象，因此該類科學生數高達七千人左右。 

    對此，志光機構構思的策略，包括：(一)以既定品牌優勢(公職類)開辦相關類科研究

所，並在此一原則下，擬定細部策略：1.改變經營型態，因為研究所的經營必須深入校

園，所以必須派專人駐點行銷；2.配合既定優勢(公職類)採取二合一的促銷策略，即以

「補研究所送公職考試」為訴求，以吸引學生；3.以價格要素為行銷訴求，即在價格上

採低價策略；4.以高品質產品(教師)要素為行銷訴求；(二)點的攻擊，即以企業內之保成

補習班既定的法律品牌形象定位，並配合該班與高點並駕齊驅之《本土法學》雜誌，以

及旗下出版社爭取原已在高點出版社(元照及智勝出版社)出書之重要法律系教授，另外

在志光所屬之出版社出書，全力攻其法律科目，而非全面作戰；(三)線的攻擊，由於高

點補習班只有在台北開班，國內其他地區並無營業據點，因此設法引導其南下增加營業

據點，將戰線拉長，除增加其經營成本外，並利用該企業機構內早已存在之各營業據點

利用既定的優勢夾擊。 

    綜合上述分析，吾人發現行銷生產力才是企業行銷的主要目的，在此前提下，包含

行銷情境分析、行銷策略、行銷功能(或要素)、乃至於行銷組織等均須配合行銷生產力

的提升而隨時做適當的修正，進而呈現動態且複雜的互動關係，同時在所有稽核要素

中，行銷資訊系統是達成生產力的重要基礎，因為透過行銷資訊系統可以隨時了解消費

者真正的需求，進而回饋到為達成生產力的各項次級系統，包括行銷情境分析、行銷策

略、行銷功能及行銷組織等，並可查核該些次級系統對顧客需求與市場分析的正確程

度。基此，吾人彙整此六項行銷稽核要素的架構，如圖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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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行銷稽核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將上述企業行銷生產力的概念配合本文論述主軸─台北內湖科技園區，以下有關行

銷生產力的稽核論述，將包含三大部分的分析：第一、內湖科技園區的主要獲利來源為

何？；第二、生產力的稽核需要一套評估的標準，因此如何建構適合公部門生產力的評

估指標？；第三、台北市政府已實施的國外招商活動，其成效評估為何？等。 

第一、內湖科技園區的主要獲利力分析 

    內湖科技園區自 2003 年、2004 年及 2005 年連續三年的產業調查報告顯示，不論是

廠商家數、從業員工數，尤其是最重要的總營收數均呈現大幅成長的情形，造成如此成

長的因素，實際上即為吸引廠商進駐的原因，而該項原因經過連續三年產業報告的分

析，首要原因均來自於內湖科技園區未來的擴充性，其次則為地區環境的因素。亦即由

於內湖科技園的優勢與機會，締造了內湖科技園區產生超越新竹科學園區產值的結果。 
    不同於新竹科學園區(或其他科學園區的設置)是由中央規劃的方式，內湖科技園區

是民間廠商自然成形，政府再介入，所謂的「民間先來，政府後到」的模式；惟此過程

中，建商賣力的行銷絕對功不可沒，而這也是異於其他個案的原因。一般園區廠商的進

駐都是政府努力行銷的結果，惟有內湖科技園區是建商、不動產仲介公司努力行銷的結

果，值得注意的是，建商或不動產公司固然是基於自利的觀點進行行銷，但是反過來站

在消費者的角度來思考，如果不是一件好產品，再低的價格，再多通路的強力促銷，都

不足以吸引消費者購買進而產生聚落效應。 
    簡言之，聚落效應致使內湖科技園區產生超越新竹科學園區的產值，並產生進駐廠

商自然淘汰的效果，這可以從當初規劃的產業進駐與現今的產業相互對照，是市場力量

使原規劃的產業自然離開內湖科技園區，而這項發展結果亦為政府提供一項經驗上的反

省。 
雖然內科的優勢與機會締造了超越竹科的高產值，惟在此仍再重申已在【行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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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對於「內湖科技園區的未來擴充性」的建議，即台北市政府「應提出具體的時程

表，而不應僅是仍在規劃中的遠景描繪」，另外，對於「地區環境則必須持續維持此項

優勢」，進而把握相關可能的外部機會，以創造更高的獲利(即總產值)。 
    再者，對於不利於園區獲利的因素，就是廠商已經表達亟需改進的問題項目，這些

不利因素如果不盡速改進，將影響到現行進駐廠商乃至未來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而隨著

進駐廠商數與從業員工數的增加，目前園區首要需改進的因素為交通問題，雖然台北市

政府在 2004 年 11 月 22 日成立「內湖科技園區推動小組」，進而在 2005 年 3 月 15 日將

該小組跨大為「台北市大內科跨局處推動小組」，甚至自 2005 年 6 月 6 日起定期召開的

「內科交通總體檢會議」等，均展現對內湖科技園區目前嚴重問題的重視，這部分在前

述「行銷環境稽核」均已有充分論述，惟吾人在此亦重申，台北市政府在解決此項需求

應有的作為建議，包括觀念改進與實際作為等兩方面： 

  (一)觀念改進，又包括： 

    1.確實了解園區內消費者交通需求與型態的目的。尤其對於基於通勤需求，自然產

生所謂的「野雞車」，設置定點並強化安全管理，而非基於安全需求進行取締，卻又無

法滿足真正的顧客需求。 

    2.真正調查出內科園區廠商的通勤需求，而非只基於公務員的按時上下班的 

制式慣性想法進行通勤交通規劃，如此才能規劃出符合顧客需求的政策作為。 

  (二)實際作為：應基於短、中、長期規劃相關具體的作法(具體建議已如前述之「行銷

環境稽核」)。 

    此外，內湖科技園區的劣勢，還包括：價格(整體租稅優惠)、政策(地方政府園區資

源無法與國家級園區相比擬)、行銷組織的缺乏，以及行銷執行組織缺乏足夠資源等。

但對於這些弱勢條件，台北市政府仍未有任何的修正作為，由於這些不利因素將可能影

響到未來園區的獲利，因此對於這些劣勢的修正，將是未來台北市政府後續應努力之處。 

    最後，為強化內湖科技園區未來的獲利力，在行銷策略與組織上，台北市政府應從

事下列工作的強化，包括： 

  (一)強化經 SWOT 分析後之建議策略的規劃(詳見前述之「行銷策略」論述)；  
  (二)促銷策略的強化，尤其是廣告的製播(詳見前述之「行銷策略」論述)；  
  (三)通路策略的強化 (詳見前述之「行銷策略」論述)；  

  (四)夥伴策略的強化，尤其是與國際知名行銷學者的合作與提供正確資料(詳見前述之

「行銷策略」論述)；  

(五)行銷組織策略的強化，在此項策略下應強化的方向，包括： 

  1.成立城市行銷局，並以現行之台北市都市發展局為主要架構，其業務內容可區隔

為【市政、科技、文化、觀光】等四大項(詳見前述之「行銷組織」論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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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前述之「行銷策略」論述)； 

  (六)政府效能策略的強化，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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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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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廠商的需求，進而影響消費者對政府效能的評斷(詳見前述之「行銷策略」論述)。 

第二、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生產力評估指標的建構 

    企業行銷生產力稽核的重點在於利潤的獲取與成本的耗費，但由於公部門本質上的

差異，因此其生產力強調的重點與企業行銷亦有所不同。雖然生產力(productivity)的意

涵，不同研究領域對其闡釋有相當大的歧異(Robert Quin,1978)，惟就行政機關而言，國

內學者吳定教授在其所主持的「行政機關生產力衡量模式之研究」專案計畫中，綜合歸

納國內、外二十多位學者的論述，提出對行政機關較為適當的生產力核心意義：「行政

機關從事公共服務過程中，業務推動、資源利用、內外溝通、業務創新、施政成果等重

要變項，經由適當指標衡量後所呈現的整體績效」，亦即在此定義下，行政機關生產力

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效率，也包括效能，效能概念統攝目標達成度、員工及標的群體滿

意度、品質、適時等意義，其衡量指標涵蓋量性與質性，衡量時有客觀數據也有主觀的

判斷(吳定等，1996:331；吳定，1991:22-24)。易言之，生產力的評定與績效指標的適當

建構息息相關，一如俗話所謂：「如果你不能衡量它，就不能管理它」。 

    然而，除了強調生產力的重要性之外，惟對於可能導致生產力的負面阻礙因素，則

是地方政府在從事生產力改善或提升首先應注意的面向，對此 David N.Ammons 在 1983

年發表〈地方政府的生產力改進〉(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Local Government)、1984 年

發表〈市政生產力：十四個提供高品質服務城市的比較〉(Municipal Productivity: A 

Comparison of Fourteen High-Quality-Service Cities)及 1985 年發表〈地方政府生產力改進的

共同阻礙〉(Common Barriers to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Local Government)等文，尤其是

在 1985 年所發表之論文，在該文中經文獻分析後，歸納出美國地方政府改進生產力共

有三十七個共同性的阻礙因素，後又於 1992 年修改前述論文後，再發表〈公部門之生

產力阻礙〉(Productivity Barriers in the Public Sector)一文，提出影響公部門管理者從事改進

組織生產力的共同性阻礙因素，涵蓋環境、組織及人員等三大類的阻礙因素，並在此三

大類下又有若干細項因素，包括(Ammons,1992:119)： 

  (一)環境的阻礙 

    1.缺乏市場競爭壓力(Absence of market pressures)； 

    2.影響決策的政治因素(Polit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3.民眾對於實際運作上的變遷缺乏耐性，以及對逐漸增加的利益缺乏熱忱 

      (Public’s lack of patience with operational changes; lack of enthusiasm for gradual  

      gains) ； 

    4.偏好現狀不願改革(Dominant preference for the status quo)； 

    5.生產力的缺乏政治訴求( Productivity’s lack of political appeal)； 

    6.首長及高級行政主管的短視近利(Short time horizon of politians and top   

      administrators )； 

    7.效果比效率重要(Subordination of efficiency to second status)； 

    8.文官體系的抗拒(Civic service restrictions)； 

    9.法律與法院判決的限制(Legal restrictions and court rulings)； 

    10.上級政府經費補助的反效果(Anti-productivity effect of some grants)； 



364 

    11.上下級政府對地方支出爭權(Intergovernmental mandating of expenditures)； 

  (二)組織的阻礙 

    1.科層惰性的社會化過程(Bureaucratic socialization process)； 

    2.缺乏課責性(Lack of Accountability)； 

    3.錯誤的獎賞計畫(Perverse reward system)； 

    4.對生產力不當的管理承諾(Inadequate management commitment to productivity)； 

    5.排斥貨幣性誘因(Barriers to monetary incentive plans)； 

    6.工會抗拒(Union resistance)； 

    7.被誤為危害工作安全(Perceived threat to job secureity)； 

    8.主管人員的抗拒(Supervisory resistance)； 

    9.模糊的目標(Ambiguous objectives)； 

    10.不願取捨抵換(Reluctance to abandon)； 

    11.分析技術或人員的不足(Insufficient analytic skills or analytic staffing)； 

    12.缺乏成本會計系統(Absence of cost-accounting system)； 

    13.不適當的績效資訊(Inadequate performance data within/across jurisdictions)； 

    14.不適當的績效評估(Inadequ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15.不適當的計畫資訊傳播及拒絕使用已知的資訊(Inadequate dissemination of  

       program information and reluctance to use what is known)； 

    16.機關權責混淆(Fragmentation of government)； 

    17.僵硬體制及責任歸屬不清(Bureaucratic rigidities and fragmented authority)； 

    18.不適當的研發及實驗(Inadequate research,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19.計劃初期需用大量投資(Requirement of large initial investment f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fforts)； 

    20.績效迷思(Performance myth)； 

    21.過份宣傳生產力改進計畫(Overselling productivity)。 

  (三)人員的阻礙 

    1.不適當之時間或工作天的控制(Inadequate control of time/workday)； 

    2.概念上的混淆(Conceptual confusion)； 

    3.規避風險(Risk avoidance)； 

    4.主管人員的推辭閃躲(Managerial alibis)。 

     

    此外，如同前述所言生產力的評定與績效指標的適當建構息息相關，就此而論，如

何設定出衡量生產力的績效指標，就為生產力稽核中另一個重要的課題；而對於生產力

衡量模式，學者間提出不同的理論模式，以下茲列舉出三位較具意義的理論模式說明如

後，其中第一、二個模式適用於公部門，第三個模式則原發展於企業界，後來公部門亦

逐漸應用於績效指標的建構，此三個模式如下所述： 

  (一)Morrisey 的模式 

    Morrisey(1976)認為機關所有業務中確屬重要者究係少數，這些「重要少數」(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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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也就是「主要成果範圍」(key results area)，是值得組織投入時間、精力、智慧與資源

的地方，並作為上下溝通協的重要工具。有關行政機關主要成果範圍的常用指標，包括

(吳定等，1996:337-339；Morrisey,1976)： 

    1.生產力指標： 

     ○1 每工作小時產出。 

     ○2 個人產出。 

     ○3 符合進度。 

     ○4 克服的困難。 

     ○5 節省的時間。 

    2.作業規劃指標： 

     ○1 「目標暨成果管理」應用。 

     ○2 工作流程。 

     ○3 成員負荷。 

     ○4 資源分配。 

     ○5 管制考核。 

    3.組織形象指標： 

     ○1 媒體有利報導。 

     ○2 資訊開放。 

     ○3 成員著作發表。 

     ○4 社區參與。 

     ○5 機關協調。 

    4.民意機關關係指標： 

     ○1 民意代表詢問處理績效。 

     ○2 預算批准。 

     ○3 法案批准。 

     ○4 立法資訊提供。 

    5.成員發展指標： 

     ○1 受訓。 

     ○2 升遷成員數。 

     ○3 多元專案計畫。 

     ○4 指定培育的成員數。 

    6.成員士氣指標： 

     ○1 離職率。 

     ○2 缺勤率。 

     ○3 申訴成員數。 

     ○4 新觀念次數。 

     ○5 自動服務。 

  (二)Starling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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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ling(1986)針對地方政府的特性，提出市政生產力衡量參考項目如表 7-5 所示。 

 

 
表 7-5 市政生產力衡量參考指標 

市政功能 量性指標 質性指標 使用時應注意的當地因素 

1.垃圾收集 收集噸數 街道外貌視覺 氣候條件 

2.警政 報案數 

破案數 

反應時間 

市民安全感 

市民對特定罪行的態度 

3.法院 處理件數 判決前延案時間 訟案類型 

4.醫療服務 就醫人數 

就醫天數 

診療及服務 

低收入者醫護可及性 

醫護可得性與價格 

當地基本衛生條件 

5.飲用水 淨水量 雜質去除量 水源品質 

6.休閒活動 面積 使用率及擁擠情況 私人休閒設施量 

7.街道維護 建補面積 平坦或凹凸 交通流量密度 

8.消防 失火數 火災損失及傷亡數 建築物設備 

9.國民教育 學生數 

上課天數 

測驗成績 

留級率 

學生基本智力 

就學人口 

       資料來源：吳定等，1996:340；Starling,1986:510。 

 

  (三)Kaplan and Norton 的平衡計分卡 

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為柯普朗（Robert Kaplan）與諾頓（David 
Norton）由實務上發現並加以整理，構組發展而成。事實上早在 1990 年代初期模擬設

備公司（Analog Devices）即以採行平衡計分卡的績效衡量制度，這個制度經由柯普朗

與諾頓於 1992 年在《哈佛企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介紹與推廣後，

逐漸有更多公司躍躍欲試，而且「青出於藍」，更有建設性的發揮平衡計分卡的策略功

能。 
    1.平衡計分卡的意涵 
    平衡計分卡顧名思義，指績效衡量的層面不能有所偏廢，傳統的績效衡量聚焦於財

務面，特別是基於財務報表的數字。而平衡計分卡所衡量的績效，除了財務面外，還包

括顧客面、內部流程面、以及學習及成長面等四個構面，亦即超越傳統的績效衡量層面，

同時涵蓋財務與非財務的衡量(朱道凱譯，1999:8)。 
    2.平衡計分卡的構面 
平衡計分卡的目標（objectives）和量度（measures），是從組織的遠景與策略衍生而來的，

它透過四個構面：財務、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考核一個組織的績效，如

圖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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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

」

為了財務成功，

我們對股東應如何

表現？

顧客
「為了達到願景，

我們對顧客應如何

表現？」

企業內部流程

「為了滿足顧客和

股東，那些流程必

項表現卓越？」

學習與成長
「為了達到願景，

我們如何維持改變

和改進的能力？」

願景

策略

與

 
圖 7-2 平衡計分卡提供轉化策略為營運的架構 

資料來源：張道凱譯，1999：36 
 
     ○1 財務面─透過以下的基本問題建構組織的績效指標：「為了財務成功，我們對股

東應如何表現？」 
     ○2 顧客面─透過以下的基本問題建構組織的績效指標：「為了達到願景，我們對顧

客應如何表現？」 
     ○3 學習與成長面─透過以下的基本問題建構組織的績效指標：「為了達成願景，我

們如何維持改變和改進的能力？」 
     ○4 企業內部流程面─透過以下的基本問題建構組織的績效指標：「為了滿足顧客，

哪些流程必須表現卓越？」 
    在平衡計分卡的設計與運作中，這四個構面彼此支援，相互推動，但財務面仍是相

當重要的，因為它必須對股東（股東的概念在政府為選民與議會代表）交代，而且沒有

一個公司可以長期虧損。可是若要達到財務豐盈，必須伺候好顧客，讓顧客滿意，而為

了使顧客滿意，則必須依賴內部流程的支持，包括產品創新、開拓市場、講究效率與品

質。而所有上述層面的績效，則又依賴人力資源與基礎設施（含資訊系統）的搭配，因

此，學習與成長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亦即這四個構面代表過去與未來兩種量度之間的平

衡狀態，其中財務、顧客等層面是衡量過去努力成果的量度，創新與學習、企業內流流

程等兩層面則是驅動未來績效的量度。它更代表客觀和主觀兩種量度之間的平衡狀態，

一邊是客觀的、容易量化的成果量度，另一邊則是主觀的、帶有判斷色彩的績效驅動因

素(朱道凱譯，1999:38-39)。因此，在設計平衡計分卡時，必須考慮這四個構面間的相互

依賴、相互支持，以及相互平衡的關係。 
    雖然平衡計分卡的概念來自於企業界，但公務機關的推動則由於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於 1993 年簽署了一項法案，名為「Government Performance Results Act,GPRA」，在這份

法案的影響下，所有的聯邦政府機構皆必須訂定組織的目標(goals and objectives)，並衡

量其進展績效；而在同一年，柯林頓指派赴總統高爾對於如何進一步改善政府績效，進

行一項為期半年的研究，而經由該項研究結果的延續，誕生了名為「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法案，該法案詳細地要求所有聯邦政府都必須訂制定「使



368 

命宣言」、「組織對外影響之目標」、及「內部績效目標」，並訂立相關衡量指標。在上述

法案的影響下，美國對於政府部門績效衡量的重點，由以往的「我做了哪些花費」轉變

為「我完成了哪些事情」。 
    為了因應這樣的變革趨勢，美國聯邦政府、各地方政府、市政府等公務機關皆積極

嘗試推動平衡計分卡，也獲致了相當好的成效。不僅美國，平衡計分卡的觀念已成為各

國政府組織改造之重要思維，目前各國政府包括英國、澳洲、瑞典、加拿大，甚至亞洲

的新加坡政府等，皆以平衡計分卡作為策略及績效之管理工具(吳安妮，2004:118-119)。 

    針對上述平衡計分卡在政府部門的應用趨勢，國內學者吳安妮教授(2004)為建構適

合政府機構運作之平衡計分卡架構，特將原適用於營利事業的平衡計分卡架構作一修

正，如圖 7-3 所示，並說明不同於營利事業，政府機構較不會將財務面的成果，視為最

後的目標，財務面只是基本要求或保健因子。政府機構是將顧客面置於最重要的地位，

因此應將焦點集中在達成促進社會的崇高使命與理想上。在此前提下，其所提適用政府

機構的架構，主要在提升政府機構的使命和顧客面的重要性。 

 

使命

我們若成功，在財務支助者(捐

贈者)的面前之表現應如何？

為達成我們的願景，我們必須

如何面對我們的顧客？

為滿足我們的顧客 財務支助者以

及使命，哪些作業流程是我

們必須表現卓越的？

、

為達成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員工如

何一起學習 溝通，以及團

隊工作

、

。

財務責任構面 顧客構面

內部程序構面

學習成長構面
 

圖 7-3 平衡計分卡應用在非營利組織圖 

資料來源：吳安妮(2004)，〈平衡計分卡在公務機關實施之探討〉。收錄在行政院研 
          考會出版之《政府績效評估》(2004)(第五章)，頁 120。 

 

    針對上述架構並說明公部門在推動平衡計分卡，應包括下列內容(吳安妮，

2004:121-122)： 

    1.機構使命：政府機關應將其長期性的使命置於計分卡的頂端，以作為最高指導原

則，並衡量其成功與否，如此才有助於組織長期使命的達成及落實。 

    2.顧客構面：對於政府機關而言，服務的對象為百姓，因此政府機構必須致力於達

成百姓的期望，為百姓創造最高之價值及福祉。 

    3.財務構面：對於政府機構而言，經費之提供者為納稅義務人(包括企業與個人)，

為了維持及經費之持續投入，政府機構得重視納稅義務人的權利。就政府機構而言，有

趣的是，在顧客及財務構面的主體皆為人民，所以政府得極盡全力地創造人民之利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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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4.內部程序構面：為了滿足顧客面以及財務責任面的目標，政府機關必須在業務運

作流程上表現卓越，例如：強化服務品質、效率、時間及彈性等。 

    5.學習成長構面：學習與成長構面為其他三個構面的目標，提供了基礎架構，是驅

使前面三個構面獲致卓越成果的動力。又員工能力及資訊系統的強化，及組織氣候之建

立等，皆為學習成長構面之主要內容。 

 

    此外，就本文之主題─地區行銷而言，經研究分析後發現台北市政府雖然在行銷規

劃時已擬定行銷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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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斷

的依據。因此，在前述的生產力指標模式之外，吾人在第五章「行銷規劃」已引述之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接受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所做之「台北市科技產業發展暨招商策略之

規劃」計畫案中，所提之「招商績效指標」建議更貼近本文的研究主旨，亦值得參考，

以下茲再略述該計畫報告之內容(陳松柏，2004:133-13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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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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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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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質化績效指標，包括： 

   ○1 整合性招商機制的設置情形； 

   ○2 招商追蹤進行情況； 

   ○3 招商標準作業模式的執行情形； 

   ○4 撤資原因考量。 

  3.量化績效指標，包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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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增投資項目：以年計算一次，並以投資產業分類，綜合統計； 

   ○3 預定投資金額：以年計算一次，並以投資產業分類，綜合統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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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比例； 

   ○5 廠商抱怨件數：針對投資廠商每月抱怨件數； 

   ○6 廠商抱怨回應時間：平均每件抱怨事件回應時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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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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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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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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四個生產力模式，吾人有以下歸納： 

  (一)生產力指標的建構應同時涵蓋量化與質化指標； 

  (二)平衡計分卡的構面是建構行銷生產力指標較適當的架構，原因如下： 

   1.就財務面而論，地區行銷的目的在於招商引資，不同於純粹的行政生產力，因此，

行銷生產力稽核的首要目標在於獲利力分析，尤其是地區行銷活動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的實際收益數更為重要。基此，財務面的考量仍是建構地區行銷生產力最重要的構面。 

   2.就顧客面而論，行銷管理就是對於顧客需求進行管理(Kotler,1997:19)，因此顧客滿

意經營的注重，自然構成生產力指標的重要構面之一；此外，由於顧客對品牌的印象來

自於媒體的報導，所以媒體的有利報導將強化消費者對產品購買的意願，再者，社區的

參與將強化社區民眾對地區發展的共識，凝聚心力對地區協力建設，進而又將形成吸引

消費者購買的決策因素之一。因此，媒體的有利報導與社區參與程度，亦將列入顧客層

面的指標之一。 

   3.就內部流程面而論，顧客需求的滿足需要順暢的內部流程來支持，如果內部流程缺

乏或不適當，將影響現時顧客的購後行為的回饋或未來潛在顧客可能的購買行為，因此

內部流程面的適當建構，亦為行銷生產力指標的重要的面向。 

   4.就創新與學習面而論，組織中人員往往為避免自己的能力及見識受到質疑，經常迴

避問題的真正原因，不願主動積極地去發掘，只解決一些短期內可以明顯改善的問題，

以符合組織績效的標準(吳瓊恩，2006:377；Argyris,1990:15)，但這些問題的改善僅是針

對現時問題，未能具有前瞻性的思考與學習能力，不斷創造出更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

如此一來，不僅在短期內將致使顧客對組織滿意度，因組織內部員工慣於提供制式與不

變的服務，而日趨下降，長期而言更將導致組織的績效無法提升，甚至最後使組織的成

長受到嚴重限制。基此，員工的創新與學習面的提升，亦將形成行銷生產力重要的構面

之一。 

  (三)最後，吾人整合前述四個生產力模式，並以平衡計分卡為主要架構，嘗試建構行

銷生產力指標，如下： 

   1.財務面 

    ○1 政府財政收入的實際受益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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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增工廠/公司數； 

    ○4 新增投資項目； 

    ○5 預定投資金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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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比例； 

    ○7 議員的財政支持度(為決定行銷或招商活動的主要資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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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顧客面 

    ○1 廠商抱怨件數：針對投資廠商每月抱怨件數； 

    ○2 廠商抱怨回應時間：平均每件抱怨事件回應時間； 

    ○3 撤資原因考量； 

    ○4 媒體有利報導； 

    ○5 社區參與程度。 

   3.內部流程面 

    ○1 「目標暨成果管理」應用程度； 

    ○2 整合性招商機制的設置情形； 

    ○3 資訊開放程度； 

    ○4 招商標準作業程序的執行情形； 

    ○5 招商追蹤進行情況； 

    ○6 機關協調程度； 

    ○7 行銷規劃與執行克服的困難程度； 

    ○8 節省的時間；  

    ○9 成員負荷；  

    ○10 資源分配； 

    ○11 行銷計畫管制考核。 

   4.創新學習面 

    ○1 多元行銷專案計畫提出； 

    ○2 指定培育的成員數； 

    ○3 行銷課程接受訓練時數； 

    ○4 行銷新觀念提出； 

    ○5 行銷活動舉辦成功數； 

    ○6 因行銷活動成功或提出新觀念之升遷成員數； 

    ○7 自動服務次數； 

    ○8 成員著作發表。 
第三、台北市政府國外招商成效評估 
    台北市政府自 2003 年、2004 年、2005 年至 2006 年等連續四年赴國外進行五次招

商活動，其中 2005 年由副市長代表，2006 年更首次邀集台北縣長共同聯合參與，進行

縣市聯合行銷，同時進行了歐洲及美國兩次的招商活動。至於這五次的招商成果，臚列

如表 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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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台北市 2003-2006 年國外招商辦理成果一覽表 

年度 活動名稱 活動期間 辦理成果 

2003 赴美、加參訪活動 2003.8.17.-8.27. 1.由台北市長在矽谷發表「新數位台北」

(The New Digital Taipei)英文專題演

講，向與會 400 餘位高科技業者說明

台北市的投資及競爭環境，希望將台

北打造成前進大中華市場的最佳 IT

產品試驗市場，並成為東、西方科技

合作的跳板，爭取高科技廠商到台北

設置研發中心及亞太營運總部。 

2.惠普公司已積極於台北市成立產品開

發中心(Product Development Center)，

規模已由 2004 年的 30 位研究人員擴

增至目前約 150 位。同時，惠普公司

亦積極捐贈設備訓練教材於台北市

政府成立公益數位村，並協助台北市

政府推動無線寬頻都市，擔任市府顧

問，為推動無線網路新都奠定良好的

基礎。 

3.新思科技(Synopsys)研發中心目前已

聘用 106 位本地研發工程師，截至

2006 年 3 月已投入超過新台幣 3 億元

的經費，並協助台灣創造達新台幣

243 億元的產值。此外，該公司引進

前瞻且客製化的 EDA 技術，於 2005

年 4 月推出新產品 PrimeRail，並經由

Synopsys 的業務行銷體系進軍全球市

場，改變以往台灣只會做製造代工的

模式，加 速台灣技術的升級。 

2004 2004 台北經貿訪

問團赴美招商參

訪活動 

2004.8.8-8.14. 1.與 Conexant、Kolorific 及 LightMaster

等 3 家美國高科技廠商，共同簽署投

資意願書(Letter of Invent to Invest)。 

2.Conexant 公司從事電腦軟硬體的應用

發展，業於台北國貿大樓設立「科勝

訊股份有限公司」，陸續增資達新台

幣 5,000 萬元，並設立新的研發中心，

員工人數擴充約 70 人。 

3.Kolorific 公司從事 LDD TV 等生產，業

於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設立「康明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資本總額

達新台幣 5,762 萬元員工人數擴充至

30 人。 

4.LightMaster 為 LCD 螢幕的技術研發廠

商已與中華映象及大同公司展開合

作。 

5.隨團之生技廠商「英僑生物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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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於本次參訪活動，與美國

PSI 公司簽署協議書。 

2005 參與 2005 德國漢

諾威生技大展 

2005.10.15-10.22. 1.台北市政府由副市長葉金川參與 2005

年 10 月 18 日大會主辦之「台灣專題

研討會」，以台北市生技產業的優勢

與歐洲各國合作的利基發表演說也

吸引廠商前來台北市投資。 

2.參展廠商─英僑、中天、遠東生技公

司為已進駐南港軟體園區之廠商；另

創生生物科技公司在展示期間已經

與 6 家歐洲生技公司簽訂代理合約，

並已接獲單株抗體訂單；儕陞生技公

司生產之加熱式面膜，引發 Merck 公

司等大藥廠高度的合作興趣。 

2006 2006 台北經貿訪

問暨市政考察團

赴歐招商參訪活

動 

2006.2.12.-2.19. 1.此行隨團產業代表因充分掌握大陸及

東亞產業佈局的趨勢及相關利基，引

發歐商與台北市廠商合作的高度興

趣 ， 其 中 英 國 鐵 道 公 司 計 劃 於 明

(2007)年來台北市與軌道業者舉辦商

機研討會。 

2.隨團廠商─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與漢友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業與多位歐商洽談商機，將研擬共

同合作進軍大陸及亞洲的佈局。 

3.訪問團赴團長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黃茂

雄先生於歐洲的協力廠商，已允諾擴

大在台投資。 

4.前往比利時拜會已於台北市設立台灣

分公司的 GSK 葛蘭素生技藥廠，該公

司本(2006)年 3 月取得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疾病管制局

流感疫苗自製計劃 BOO 案」最優申

請人，4 月 10 日議約後將在台灣設流

感疫苗廠，預計 2008 年底完成，建廠

所需資金預計約新台幣 60 億元。該

藥廠係全球前三大疫苗廠，本項投資

將有助於國內疫苗業的發展。 

5.比利時根特(Ghent)市將與台北市合作

共同爭取 2010 年 AIPH 國際花卉博覽

會於台北市舉辦，協助台北市發展成

為亞太國際花卉行銷中心。 

6.此行拜會位於倫敦都市更新後的新金

融區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之英

國 招 商 機 構 ─ 倫 敦 招 商 局 (Think 

London) 近 期 將 派 員 前 來 訪 問 台 北

市，預定與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黃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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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進行商機合作晤談，並規劃前往

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參訪。 

2006 2006 訪美招商暨

產業說明會 

2006.3.19.-3.29. 1.於波士頓、華盛頓、舊金山及洛杉磯

辦理 4 場與當地產業界座談會會中

除行銷內科及南軟園區的規劃發展

及未來方向外，並以新思科技的台灣

研發中心為成功案例，吸引僑外商前

來台北市投資。 

2.會中安排駐外單位經濟組人員或當地

產業代表針對台灣整體經貿環境發

表專題演說，台北市馬市長並與與會

人員就台美產業發展趨勢充分交換

意見，聽取美方科技人員對台北市未

來產業發展方向的建議。 

3.由於台北市政府自 2003 年起，連續在

2004 及今(2006)年訪問美國高科技大

城，宣揚內科及南軟，此二科技園區

的知名度已大幅提升。近三年來該二

園區申請進駐的廠商大幅增加，臺北

市政府積極出訪招商的行動亦有相

當貢獻。 

資料來源：2006 年 4 月台北市長向台北市議會專題報告「2006 台北經貿訪問暨市 
          政考察團」參訪報告書，第 17-23 頁。 
 
    除了上述辦理成效外，另外台北市政府於《2006 台北經貿訪問暨市政考察團》報告

中，並說明：「本府將延續本次辦理招商參訪活動之經驗，持續規劃未來本府相關之國

內外招商、人才延攬、經貿交流等專案及活動；另將依據本次招商參訪活動所蒐集之相

關廠商名單，持續追蹤其後續來台投資的意願，並予以相關之行政協助」(報告書第 18
頁)。 
    盱衡台北市政府五次的國外招商活動，吾人分析其總體行銷策略為： 
(一)行銷定位 
    將台北市定位為「前進大中華市場的最佳跳板」、「研發中心」與「亞太營運總部」，

其中「前進大中華市場的最佳跳板」的重新定位，顯示出中國大陸確實已成為外商重要

且必爭之投資標的市場，因此台北市基於對行銷情境的分析，希望藉著台北市優越的地

理、人文、語文、IT 產業與網路城市建構的優勢，成為吸引僑外投資前進大中華市場之

最佳營運總部所在地。這種重新定位的策略思考之作法，正好可以從天下雜誌 2005 年

12 月 15 日以「香港再起」為封面標題並製作之系列專題報導得到印証，在該專題報導

中說明「香港的競爭力，根據 IMD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調查，今年已急速躍升至全球

第二，僅次於美國。(台灣排名第十一)……。自九七年後經過十五年的疑慮、恐懼、自

我懷疑、封閉和內耗，終於找到『力用中國』的新定位。而且發現香港原有的制度優勢、

法治精神、國際經驗、全球網路和專業服務能力，是香港不可或缺難以取代的核心競爭

力。在『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策略定位下，香港人體驗到，愈是加強自己原有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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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愈能確保自己的競爭力，也愈能找到與中國大陸及國際，互補互利的合作角色。」

(天下雜誌，2005:26)；另外，在第四次赴歐洲招商行程中，拜訪比利時根特市時，該市

允諾將與台北市合作爭取 2010 年 AIPH 國際花卉博覽會於台北市舉辦，以協助台北市

發展成為亞太國際花卉行銷中心，但這項承諾是否代表台北市另一個行銷定位的轉變？

吾人認為仍然言之過早，因為台北市並無此先天地理的條件，因此與其說是行銷定位(亞
太花卉行銷中心)的另一個重新思考與轉變，不如說是吸引力行銷(國際花卉博覽會)的策

略運用而已。 
(二)行銷要素組合 
    台北市在五次國外招商活動運用的行銷要素，包括： 

1.產品：強調多樣化、加值型的產品選擇，亦即除了台北市之外，還加值附贈 

  內湖科技園區與南港軟體園區，甚至未來的台北科技走廊；其中並強調台北 

  市是大型國際會議展場的最佳場所，此項要素的運用與 Kotler 教授所倡議之 

 「吸引力行銷」策略相同。 

   2.促銷：以內湖科技園區為主要的促銷個案，發揮「拉」的策略，再將投資廠 

     商「推」向台北科技走廊的建構發展。 

 3.地區環境：強調台北市的交通、金融、人文生活、語文、IT 科技的成熟與網 

   路城市等優勢條件，亦即台北市對於此項要素的運用與 Kotler 教授所強調的 

  「基礎設施行銷」策略相同。 

   4.夥伴：台北市在五次的國外招商中關於「夥伴」策略的運用，包括： 

    ○1 駐外單位的安排與配合聯繫； 

    ○2 隨團工商業界代表，以在當地已投資之工商企業代表親身說明台北市的優 

      質投資環境(此項亦為要素為 Kotler 教授所謂「人員行銷」策略的運用)； 

    ○3 隨團記者的採訪，透過記者每天的報導，增進招商活動的曝光率。此項要 

      素同時亦為「促銷」策略中『公共關係』方法的運用； 

    ○4 縣市首長聯合行銷，此項為國內縣市首長對外招商行銷的創舉，透過縣市 

      的聯合行銷，更擴大投資台北市的誘因。 

   5.高素質人力：以台北市目前擁有的優質人力資源，來吸引投資目標市場的購 

     買。 

   6.政府效能：強調台北市擁有高效率的行政服務團隊。 

 

    此外，對於國外招商活動的成效，吾人有下的行銷稽核評述： 

  首先，就拓展台北市或內湖科技園區的國際能見度而言，五次招商活動確實是有效且

成功的行銷活動，尤其是透過馬市長個人的魅力和獨特的身分(最大在野黨主席與 2008

年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吸引眾多媒體的目光；然而依據台北市的成效報告書，五次活

動中有投資意願的廠商，如 2003 年美國的惠普公司、新思科技公司；2004 年美國的

Conexant、Kolorific、LightMaster 三家高科技公司；2005 年參展廠商英僑、中天、遠東、

儕陞生技公司；2006 年歐洲招商之葛蘭素(GSK)公司、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黃茂雄於歐洲

地區的協力廠商；2006 年引述之新思科技研發中心成功案例(但僅有行銷活動，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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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廠商的投資意願)等，進一步分析可知這些廠商都是原已在台北市設立據點者，若

就擴大目標市場、吸引更多潛在購買者的行銷策略而言，那麼這五次招商活動的成效，

是否如台北市政府所言成績斐然？顯然仍值得商榷！ 

  其次，在 2003 年美國的參訪活動成果中，說明「新思科技引進 EDA 技術，經由新思

科技的業務行銷體系進軍，將改變以往台灣只會做製造代工的模式，加速台灣技術的升

級」，然而台灣廠商技術升級與否的關鍵，並不在於一家公司引進新的行銷模式就導致

全面性的技術變化，充其量這項技術創新，對有心者從事全球競爭者僅能產生『有為者

亦若是』的有限標竿學習的效果，如果要廠商全面技術升級，這需要政府政策上的規範，

如同當年台灣欲發展高科技的半導體業，就是先透過政策的引導界定未來所需要發展的

科技種類，然後在新竹設立同一技術的專區，逐漸改變業界的技術，而成就今天台灣科

技產業的成熟。因此，吾人對台北市政府的評估報告如此樂觀將改變代工模式的說法，

持較為保留的態度。 

  最後，台北市政府 2006 年的訪歐報告書中指出「對於有投資意願的廠商將持續追蹤」，

惟對於如何追蹤？由市府那一個局處追蹤列管？等均無說明，因此報告最後結論，無異

形成毫無具體時程的空白書面承諾。 

 

  二、行銷資訊系統稽核 
    企業行銷資訊系統的作用在於透過資訊系統對各地銷售產品資訊的立即回饋與匯

集，使行銷人員了解：哪些產品是顧客購買率者？何項產品顧客的詢問度最高？顧客對

產品的建議是什麼？哪些產品是顧客根本不詢問者？透過這些資訊的回饋，使得行銷人

員可以做出立即判斷，了解顧客的需求趨勢與反應，並決定產品的存活率。 
    對此，知名的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 2006 年 10 月 16 日出版的 986 期《商業周刊》，

發表一篇〈M 型社會來了〉的文章，在該文正說明行銷資訊系統對企業競爭的重要性：

「西班牙成衣品牌 Zara，就是活用 IT 設備很好的例子。Zara 被譽為時裝界的『戴爾電

腦』，新產品從設計理念到成品上架僅需十天，每年可以提供一萬種以上的商品，客戶

每年回購次數平均有十七次。這個品牌很少打折，因為它的產品充滿時尚設計感，但價

格卻不高。Zara 有一套縝密的資訊系統，可以迅速串聯全球三千個門市，門市小姐把顧

客的愛好與詢問度輸入後，總部可以在第一時間判斷新產品趨勢，而立即反應，不受歡

迎的產品依週內立刻下架，以減少庫存。反觀其他高級品牌，從設計到出貨時間長，商

品的週轉率也不高，所以過貨期必須降價四成。而一般平價成衣，則採計畫性的一次大

量採購，無法跟上時尚，稍有品味的消費者也看不上眼。『如果用對策略，這將是一個

贏家通吃的世界』大前研一說。在 M 型社會，定位清楚『誰是你的客戶？』後，就成

功了一半」(商業週刊，2006.10.16.:140)。 
    此外，遠見雜誌在 2006 年 12 月出版之 246 期則依循上述大前研一對西班牙時尚品

牌成衣 ZARA 的評論，封面以「ZARA：快速時尚、橫掃全球、平價奢華風」為題，專

題製作了一系列的 ZARA 報導。 
    首先，對於該公司的創辦人阿曼西奧‧歐特嘉(Amancio Ortega Gaona)的報導中，描

繪「他的成功在於，抓住顧客眼神中的訊息。…剛開始阿曼西奧的新公司專門生產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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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及睡衣，不過他在拉瑪雅(La Maja)服飾店工作時，總發現客戶不自主地都把眼光放在

櫥窗中的女裝，這才觸動他轉往女裝市場的念頭」(遠見雜誌，2006:226)； 
    其次，訪談該公司的執行總裁海蘇斯(Jesus Echevarria)談論其經營管理理念時，他

表示：「公司的成長根基，便從回應消費者需求而來。這使得公司很謙虛，在任何時刻、

任何市場、任何一家商店，我們都一直很飢渴想知道，消費者要什麼。而 ZARA 的影響

是什麼？我引用哈佛商學院對我們的研究，他們說過去的模式都是先設計、送到生產、

再送到店裡面去，一向要八個月。但是我們倒過來，我們的一切都是從店面開始，消費

者的喜好是我們設計的第一步，所以這是完全不同的思惟，不再由上往下，而是由下往

上。哈佛也提到，這個概念正在改變一些產業的遊戲規則，例如有些手機通訊產品，已

從門市開始，將顧客的意見傳回設計團隊，思考新的設計。…。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大膽，

但我們是從這裡開始的，這裡是公司的根(按：ZARA 總部位於西班牙西北部偏遠的小

鎮─拉克魯尼亞市(La Coruna)，因此記者訪談題目為：『該公司壯大後為何不遷移到更

繁華的地方？』)，我們也向世界證明可以從這裡管理全世界。不過這裡存在兩個大問

題：一、從這裡可以運送產品到全世界嗎？二、從這裡我們可以快速回應消費者的改變

嗎？如果這兩個問題都可以解決，那我們沒有必要搬家。目前 ZARA 所有的設計都在這

裡做，50%以上的生產也在這裡，全世界物流也從這裡出發，所有功能也很相近，讓我

們運作很快、很有彈性，沒有什麼不好」(遠見雜誌，2006:214)； 
    再者，遠見雜誌訪談 ZARA 位於拉克魯尼亞鬧區最大的 ZARA 門市店長瑪莉亞‧

維可斯(Maria Vicos)，她表示：「ZARA 的新品數量有限，由總公司決定分配到各門市的

數量，通常約十多件不等，主要是測試市場喜好度。門市時時以 PDA 向設計部『報喜

也報憂』，瑪麗亞舉起手中的 PDA 解釋，店長每 24 小時就得將門市訂單，回報給設計

部門的市場經理；設計部門便是藉訂單，掌握已經鋪貨到各門市的新品銷售狀況。……。

門市每進一次新品，便一定要淘汰舊貨，把新品集中在最顯眼的位置促銷，吸引客人目

光。當發現量減少了，也開始有客人在要貨，門市便容易知道哪些新款很暢銷。賣得好

的衣服，設計師就會改變布料或顏色，再出貨。……。新品第一次配送量是由總公司決

定，第二次才是由各門市根據客戶的反應下單。『寧可幾天就換一次新貨，也不要半年

才換一次款式；因為這種流動率，可以帶來很多客人。客人的反應，就是我們前進的最

大動能』」(遠見雜誌，2006:218-219)。 
    綜合上述商業周刊的「M 型社會」及遠見雜誌對 ZARA 的系列報導之敘述中，吾

人發現發現 M 型社會的來臨必須掌握的關鍵及 ZARA 成衣公司成功的原因，有三個核

心要素：第一是顧客需求的掌握與滿足，第二是基於顧客滿意的基礎建構一套行銷資訊

系統，第三而且是最重要的關鍵則是各地銷售人員及時將銷售的各項資訊輸入此一系統

中，以供行銷決策判斷。 
    基此，吾人再次強調之前已說明的論述：在行銷稽核六項要素中，「行銷資訊系統」

是最主要的基礎，透過顧客需求的掌握，再回饋給「行銷情境分析」、「行銷策略」、「行

銷功能」、「行銷組織」等各次級系統配合研擬適當策略與計畫，最後達到「行銷生產力」

主要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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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公部門必須先對顧客滿意經營概念的確定，才會產生基於顧客需求的作為，因

此，有關行銷資訊系統的稽核論述部份，將先對顧客滿意經營進行學理上的闡述後，再

對實際上的內湖科技園區之行銷資訊系統進行稽核評述。 
 
    顧客滿意經營的理論背景在於消費者主義時代的來臨。英國 1988 年教育改革法將

消費者主義引進該法內容，將消費者選擇權作為教育改革的最高指導原則：該法強制要

求學校應該向父母親提供充分的資訊以供父母選擇，父母親可以根據其需要，選擇就讀

學校，甚至可以根據多數決的投票結果，否決地方教育機關的決定。依此可以看出以顧

客為導向的消費者主權時代確實開始(丘昌泰，2000:191；Barnes and 
William,1993:115-131)。 
    所謂顧客滿意經營是在產品開發之前就徹底結合「商品」與「服務」，而形成一種

整體產品提供(total product offering,TPO)的系統，以創造顧客內心的感動，從而成為產

品的忠誠支持者，也就是將組織作業過程、人力資源管理與顧客期望三合一的共同結

果，換言之，組織將顧客對於產品或服務的需求與期望納入作業過程，並進行最適切的

人力資源管理，將符合顧客期望的產品或服務製造出來，這樣就能造就顧客的滿意度(丘
昌泰，2000:189,191；Headley and Choi,1992)。 
    從事顧客滿意經營的策略，有下列以下作法(丘昌泰，2000:191:194-199)： 

(一)積極推動 ABCD 模式的四 S 服務 
    政府部門如何提高市民的滿意度呢？公共政策本身必須能夠充分反應顧客的內心

需求，這是最根本的作法；有了好的公共政策，接下來就必須從事以 ABCD 模式為基礎

的四 S 服務： 
   1.售後服務(After Service) 
    電腦的購置經常強調售後服務，俾能在激烈競爭中，爭取一席之地，因此政府在民

眾購買公共政策或服務後，仍須作後續的追蹤，以了解其購後是否滿意，並對其作親切

的售後服務。例如公立醫院可以在民眾看完病後，寄上賀卡或提示卡，希望未來能夠再

來醫院進行檢查。 
   2.售前服務(Before Service) 
    民眾在購買某項產品前，可以給予「試用期間」，以加強顧客對於產品的認識；政

府機關也可以印製各種手冊，告訴民眾辦理何種證件需要何種身分證明。 
   3.顧客諮詢服務(Consultant Service) 
    在產品使用過程中，如有任何問題，隨時可以請求顧客諮詢服務，例如政府機關可

以開放申訴專線，隨時接受民眾的陳情。 
   4.主動出擊服務(Detective Service) 
    在機關門口設置服務台是一種「被動式」的服務，不會創造顧客來源；必須主動走

出去，看看民眾需要的究竟是什麼？主動調查、主動提供服務，這樣就能製照顧客的感

動。 
  (二)建立顧客抱怨迅速處理的靈活機制 
    為了創造忠實的顧客，強化顧客對於組織的認同，對於顧客抱怨的迅速處理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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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從顧客經營的角度而言，那些原本是組織的客戶，最後因所提抱怨不被處理，而竟

然變節為其他組織的客戶，這種顧客稱為「顧客變節」；相反地，如顧客經過抱怨處理

程序後，仍然成為組織的忠實客戶，則稱為「顧客駐留」。一個成功的抱怨處理機制，

應該是能夠將顧客變節率降到最低，而將顧客駐留率提至最高的方式。因此，建立一個

靈活的、迅速的抱怨處理機制，是非常重要的顧客滿意經營策略。 
  (三)提高「品牌忠誠度」，降低「品牌轉換率」 
    要經營顧客滿意，首先必須了解相當根本的一個觀點：「品牌忠誠度」與「品牌轉

換率」。一個企業要能創造利潤，生存發展，必須要提高顧客對於產品「品牌忠誠度」

而且要想辦法提高對方之「品牌轉換率」。因此，一個成功的企業必然是品牌忠誠度的

顧客越多越好，品牌轉換率越低越好，如下列的公式： 
         企業發展＝品牌忠誠度＋品牌轉換率 

以公共政策而言，當然也要固守「品牌忠誠者」與吸收「品牌轉換者」，前者稱為

「死忠支持者」，後者則稱為「中間選民」。 
  (四)堅守服務的五大原則 
    提供高服務品質的公司，大都遵循以下顧客滿意經營的五大原則： 
   1.傾聽、了解與反映顧客需求：美國的國家績效評鑑委員會(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NPR)就非常強調傾聽顧客的抱怨，充分了解顧客的立場，以及隨時反映顧客需

要。 
   2.明確界定卓越服務的標準：服務品質不是空中樓閣，必須明確加以界定。 
   3.設定標準與績效衡量指標：如果服務項目沒有訂定服務標準與績效衡量指標，則所

有的服務都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必須要設定服務績效的標竿與績效衡量指標，以作為

檢討顧客滿意度的參考標準。 
   4.訓練與授權員工與顧客在一起：提高員工服務素質的不二法門就是針對員工進行在

職訓練，提供與傳授行動導向與應用導向的知識，並且在經過實習與觀摩階段後，將訓

練課程應用到實際業務上，以作為改進服務流程的依據；當然，亦應賦予員工更多的自

主權與自主能力，是提供服務的首要目標，唯有經充分訓練且有自主權的員工，才對針

對顧客需求提供高品質與立即的服務水準。 
   5.建立獎賞制度：對於提供高品質服務的員工團隊，一定要實施獎勵制度。例如美國

郵局為了改進服務績效，特別設計顧客滿意指標(CSI)，各組織與個人根據該滿意指標實

施獎賞制度，有效地提升服務品質。 
  (五)進行作業流程的再造 
    進行流程再造就是要將行政作業流程中，重複的、不必要的工作階段加以撤除或簡

化，甚至以資訊科技加以取代，使民眾即使在家中也可以提出服務的申請，美國目前及

大多數的政府機關都已經提供網路線上的服務，相當快捷而便利。 
    基本上，流程再造一定要聘請專業人士研究較為可行，惟在進行過程中，亦應讓顧

客進入，讓其意見能夠反映在作業流程的精簡中，如此設計的流程才能符合顧客的期望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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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具備顧客滿意經營的人員，應有雙贏及與顧客建立協力關係的心態，並有以

下特質(林水波，王崇斌，2006:10)： 

  (一)主動投入性格：協力關係的建立並非責任的讓渡，而是責任的分工與分擔，因此

民間參與者的投入，並不代表政府不再需要承擔責任採取行動，仍然必須以積極的作為

確保協力者的行動與協議內容一致。 

  (二)代位性思考：所謂代位性思考，係指對於客觀事務的詮釋，暫時脫離本位主義的

立場與觀點，而將自身假定處於互動對方的立場，進行對事物的詮釋。帶位性思考的重

要性，在於了解互動對方可能會遭遇的困難，預先預測互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差距與誤

解，進而有必要調整自己的立場，維持穩定且有建設性的相互關係。 

  (三)互惠雙贏意識：共同得利是不同主體貢獻心力追求特定目標的基本前提。此一利

益可能是功利性的物質利益，亦可能是精神性的非物質性利益。不論利益的內涵為何，

行動的結果讓互動各方均產生「有利可圖」的感覺及獲利的結果，是建立協力關係的前

提。 

  (四)互動資訊的獲取與分享：彼此熟悉與近似性的認知，有助於信任關係的建立。而

這種認知必須要以具備與對方有關的資訊為基礎。尤其基於雙邊或多邊關係維持的需

要，除了單方面的獲取資訊外，更要能主動將自己有關的資訊分享，以利彼此的熟悉與

相互了解。 

 

    首先，針對顧客滿意經營心態的確立，吾人發現受訪者 A4 與 A2 呈現不同的認知，

其 中 當 詢 問 受 訪 者 A4 「有否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透過空間分布圖將選址區位、運輸網路、經濟、地理、人口特質等特性

呈現，幫助企業做選址決策？」，A4 的回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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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在認知上，A4 竟然認為

台北市政府主管機關對內科已經相當熟悉，因此不需要再建構這套資訊系統，然而這套

系統建構的目的，並不在於主管關機關是否熟悉自己的產品(內科)，而是在於以體貼顧

客的心境協助顧客透過這套地理空間虛擬系統，預先了解產品現時的特性，作為是否購

買產品的決策依據；同時，主管機關亦可透過這套系統充分掌握內科的進駐產業分布，

以及各項公用設施的相關動態，作為後續改進與決策的依據。對此， A4 顯然與顧客滿

意經營的理念已產生認知上的落差。 
    再者，A4 表示：「廠商的滿意度尚未建立，不過廠商如果有各項需求，可以透過服

務中心(或網站)、發展協會、或者是市長與廠商的座談會等管道提出並解決之。也許如

你所建議，未來到服務中心參訪者，也可以留下他們對園區的看法，做為園區改進的依

據。」(受訪者 A2，2004.2.27.訪談紀錄) 。從上述受訪者 A4 的訪談紀錄中，顯然發現

缺乏顧客滿意經營的基本心態與應有的特質呈現。 
    然而，相對主管內湖科技園區的管理者 A4 較為被動的心態，負責第一線實際執行

的 A2 則呈現較為主動積極的態度：「服務中心如何對廠商進行服務，可以分成兩部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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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一部份，屬於比較被動的作為，現在服務中心成立單一窗口，如有廠商提出需求，

我們馬上會以移辦單的方式，立即 pass 到各相關局處，不過這只是權宜的措施，該有

的行政程序還是要有，也就是，之後再以建設局的公文正式行文各局處，由於事先知會

相關局處辦理，所以正式公文到的時候，通常廠商所提出的需求已經圓滿處理完畢；此

外，就是透過發展協會或即將成立的內科園區管理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管聯會)的機

制來了解廠商的需求，要不然就是透過服務中心的網站(http://neihu-c-iweb.com)或

者是台北市政府的工商服務網(http://ibs.taipei-elife.net)與廠商進行溝通。 

    第二部份，主動積極的部份，我把它稱為「給付式行政」的概念，也就是我要求同

仁或自己本身，隨時到園區裡去看，要以設身處地的心理去想、去體悟：如果我是廠商

會需要政府做什麼、改進什麼？甚至有幾次，我看到園區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就請廠商

提案，例如內科即將於八月在西湖國小學開辦雙語課程，這種雙語課程當時只有南軟才

有，沒有任何內科的廠商提出，可是我意識到這在內科一定要辦，而且在未來也會符合

廠商的需求，所以我就假借廠商之名提出來，要不然就直接以服務中心某先生的名義提

出。面對廠商，我就是廠商，當他們有需求要解決，面對市政府的同仁，我也知道運用

什麼樣的方式使他們重視、快速處理廠商的各項問題。但我如此做，絕對經得起考驗，

因為我沒有私心，當快速有效處理廠商的問題，最後廠商會肯定台北市政府的效率，會

加深對北市府的好感，這就是行銷，就是我所謂「以服務代替行銷」的作法！」(受訪

者 A2，2004.6.30.)。 
    盱衡並對比 A4 與 A2 的看法，吾人認為當管理者(A4)並未完全確立顧客滿意經營

的理念下，又如何要求位於距離顧客最近之銷售門市執行人員(A2)以顧客滿意經營，傾

聽並了解顧客的需求？相形之下，更顯現出 A2 理念正確與難能可貴之處，以及以第一

線執行者個人之力，獨立行銷又缺乏足夠政策資源的難處。但是，不論受訪者 A4 或 A2
是否已建立顧客滿意經營的基本心態，他們對於行銷資訊系統的共同認知就是廠商需求

可以透過「網站」表達。因此台北市政府建構的兩個網站(一者為台北市工商服務網，

另一者則為內科服務中心的網站)，就是台北市政府藉以「快速」了解顧客需求的行銷

資訊系統。 
    基此，吾人對行銷資訊系統有以下評述： 
第一、廠商(不管是已進駐者或潛在有意願者)均可透過網站表達對內科的需求，然而這

僅是被動式的反應，如果未透過網站表達者的需求是否可以被滿足或表達？雖然除了網

站外，還有其他獲取顧客需求的途徑，包括透過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內湖科技園區

管理委員會聯合會、內湖科技園區協會、三個月一次的市長與廠商座談會或是一年一次

的產業調查等，其中市長與廠商的座談會以及年度產業調查，吾人在本節第一部份之【行

銷環境稽核】中已予以充分的肯定，並期盼持續辦理，但這兩個重要途徑在反應速度上

絕對不如網站(行銷資訊系統)的快速，尤其「市長與園區廠商座談會」自 2006 年 7 月

27 日舉辦過第九次後就從未再辦理。亦即在行銷資訊系統未基於顧客滿意經營的基礎去

建構，僅由顧客自行輸入需求，如何能主動快速回應顧客需求？ 
第二、顧客需求首在第一線的銷售人員立即將資訊鍵入資訊系統內，然後由接受資訊的

市場經理先做出供貨與否的決策判斷，然後再將各門市的銷售情況提供給決策者作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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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行銷決策的參考。在此一流程中，就有兩個極為重要的關鍵角色，一個就是第一線銷

售人員，另一個就是市場經理。以下再針對此二者進行進一步論述： 
  (一)第一線銷售人員即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人員，他們是最接近顧客的第一線實

際執行人員。Pierre and Peters(2000)在論及國家治理權力移轉的方向時，曾說明第三波

行政改革國家權力遞移動線的觀察，提出向外(moving out)、向下(moving down)及向上

(moving up)等三個層次的新治理動態發展，其中「向下移動」的意義，就是要把實作的

權力置於最接近服務對象及問題解決現場之所在，希望問題能在第一時間獲得回應。政

府向第一線的服務單位下授權立，提供資源，激勵第一線服務者勇於承擔風險，發揮創

新與效率。放權的意義，一方面表現在解制(deregulation)，提供基層單位自由決策及裁

量的空間，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在服務提供的細節、步驟、重點上，解除過多的法令束

縛與控制，達到鬆綁的效果，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可以發展各自的專業服務守則。在

服務提供的同時，可以隨機依據民眾的需要及實際狀況，自主決定適當的處置。同時積

極授能(empowerment)，給予基層運作的必要資源、決策權，讓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

有能力採取自主的行動(林水波，王崇斌，2006:7)。 
    以上論述正與本文主張「對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應給予更多政策資源」的論點相

互一致，更重要的是對顧客需求的察覺不僅是被動式，更要主動地、走到園區內去感受

顧客可能的需求項目，如同受訪者 A2 在上述訪談記錄所表示，所以吾人認為應由內科

服務中心負責所有的行銷資訊訊統，涵蓋顧客透過網站被動式的輸入，以及經該中心服

務人員到園區現場查覺後發現的潛在需求，甚至所有到該園區參訪後意見等資訊的主動

輸入。 
    此外，服務中心在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管理過程不僅是第一線銷售人員而已，也是

聯繫、溝通、整合內科園區廠商與台北市政府重要的連針人(linking pin)，，更是型塑園

區廠商對台北市政府服務態度與印象重要之「活生生」的動態媒介，為求有效、快速反

應顧客的需求，如同本文之前章節的論述主張一般，除應給予服務中心更多的自主權與

政策資源外，更應提升其位階，由原來隸屬於台北市政建設局一科附屬之臨時性組織編

制，提升並改隸為台北市經濟委員會下轄單位，以便有效統合、溝通與協調各部門。 

  (二)市場經理在行銷資訊系統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針對各門市輸入的供貨與貨品的銷售

情況，判斷並分析何種貨品受到歡迎？何種貨品一直不受到顧客的青睞？對於不受歡迎

的產品是否下架的決定等？因此，市場經理應經最高決策者授予適當反映市場需求的部

份決策權，然後再將市場對貨品反應的各項資訊回饋給決策者作為行銷環境、行銷功能

與行銷組織的分析、以及行銷策略的擬定，最後達到行銷生產力的最後目標。 

    就內湖科技園區而論，目前接受行銷資訊之市場經理的角色由建設局一科扮演，但

就一科目前所擔任的業務之龐雜與所擁有的權威之有限，似乎在行銷資訊系統中僅在於

資訊的搜集與彙整，彙整後提報給局長，然後再由局長提報跨局處之經濟委員會中討

論，做出決策與反應；即便在 2004 年 11 月 22 日成立「內湖科技園區推動小組」，2005

年 3 月 15 日將該小組跨大為「台北市大內科跨局處推動小組」，其後於 2005 年 6 月 6

日又成立「內科交通體檢會議」，但就快速反應顧客需求，並具備自主決策權而論，吾

人認為市場經理的角色應由現行建設局一科，或建設局長，提升至台北市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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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最短時間內統合跨局處業務，並由內科服務中心透過資訊系統「負向反饋」給顧

客知悉：何者已處理？何者處理中？處理進度為何？何者在台北市政府的層級中無法處

理，必須轉交其他層級機關辦理？預定完成時限為何？如此，才能顯現建構以顧客滿意

經營為基礎資訊系統的目的。 

第三、為滿足潛在顧客的需求，台北市政府應建立地理資訊系統，而且此項系統應將涵

蓋面擴及至南港軟體園區與未來的士林、北投知識園區，除可做為未來潛在顧客選址依

據外，並可在立即時間內，以 3D 圖像呈現內湖科技園區乃至於未來台北科技走廊進駐

廠商大體資料，提供給決策者了解產業動態與分布的決策資訊。 

    總之，基於上述行銷資訊系統的評述，以及本文其他章節已提出之論據，綜合提出

未來台北市政府建構行銷資訊系統適當的流程與架構體系，如圖 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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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台北市政府行銷資訊系統適當流程與架構體系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繪。 
 
 
 

第三節  小結 

    綜合上述關於行銷環境、行銷策略、行銷功能、行銷組織、行銷生產力與行銷資訊

系統等六個層面的稽核論述，吾人將其歸納整理為表 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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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台北市政府的行銷稽核表 
稽核項目 稽核建議 

一、行銷環境 (一)顧客需求評估 第一、三次年度產業調查 

1.總體建議：需求評估項目仍需加強。 

2.細項建議，包括： 

 ○1 問卷設計內容應加強。 

 ○2 受訪對象的一致性應加強。 

 ○3 針對日益嚴重交通問題的規劃應基於顧客  

   需求進行。 

第二、市長與園區廠商的座談 

1.總體建議：應持續辦理，並將參與層級界定為 

  市長或副市長。 

2.細項建議，包括： 

 ○1 座談會廠商表達之需求項目應與產業調查 

   報告相互一致。 

 ○2 需求表達服務事項與實際執行率之間應有 

   一致性。 

 ○3 主動追蹤並回覆廠商需求之執行現狀，以深 

   化市政府與消費者(廠商)之關係。 

 ○4 參與座談之廠商樣本，應力求與產業調查之 

   樣本有一致性，以免產生建設局與真正消費 

   者在認知之間產生落差。 

 (二)產業調查與趨勢 

   分析 

1.總體建議：持續辦理，以了解產業發展動態； 

  並改進產業類別認定的不一致，以符合園區 

  內真實的產業類別。 

2.細項建議，包括： 

○1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基於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對現時園區的產業無法標示適當且實 

   際的分類，未來進行後續園區產業調查，應 

   予改進。 

 ○2 調查報告中表格所列標題與金錢單位用法   

   ，以及圖示標題等均不一致，未來進行後 

   續產業調查應予統一。 

 ○3 對廠商進駐時間所列之標準及家數前後不 

   一致，未來進行後續產業調查應予改進。 

 ○4 第二次(2004 年)調查報告之統計數字呈現不 

   一致，例如原表九之產業型態與知識密集度 

   之全年總營收資料，以及原表十三之企業工 

   廠國設置部分，在文字敘述及數字上前後不 

   一致，應予改進。 

 ○5 三份報告中，提出相當多的數據，卻未進一 

   步分析，以致未能針對建設局業務需求提出 

   應有的分析與建議。兩機關間對於產業調查 

   內容應予協調，以使調查報告成為一份極有 

   價值之參考數據與決策資訊。 

 (三)SWOT 分析 1.總體建議：未來應從事策略性規劃之 SWOT 

  分析，以充分掌握內部之優、劣勢條件，與 

  了解外在可能之機會與威脅，進而規劃適當 

  的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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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細項建議，包括： 

 ○1 台北市政府對外行銷強調之優勢，包括行銷  

   定位、產品、地區環境、夥伴與行銷控制購 

   後行為的掌握等，但由於未從事 SWOT 分 

   析，以致忽略其他優勢條件的存在，例如價 

   格要素與行銷執行組織的高認同感等，未能 

   充分掌握園區的真實動態，未來應從事 

   SWOT 分析。 

 ○2 針對價格(整體租稅優惠)、政策(地方政府園 

   區資源無法與國家及園區相比擬)、行銷組 

   織缺乏，以及行銷執行組織缺乏足夠資源等 

   劣勢條件，應有積極的修正作為。 

 ○3 針對內科可能的機會，包括：「行銷定位─ 

   竹科為製造中心、內科為研發中心的再定 

   位」、「行銷定位─內科為品牌中心」、「產品 

   ─科技與人文結合的開放空間」、「產品─園 

   區與社區居民融合共生」、「地區環境─松山 

   機場為未來兩岸直航機場」等；以及可能的 

   威脅，包括同一政治體系或不同政治體系的 

   競爭威脅，應提出適當的行動策略。 

二、行銷策略 1.總體建議：應從事策略性規劃，以免對行銷策 

  略之思考，仍欠缺周詳；並對促銷、通路、 

  夥伴、行銷組織與政府效能等策略應予強化。 

2.細項建議，包括： 

 ○1 台北市政府實際規劃與經 SWOT 分析後建 

議策略兩者間有落差，應加強部份涵蓋： 

○1 -1 已規劃大內湖科技園市，乃至於台北科 

技走廊的遠景，但未提出具體時程表； 

○1 -2 未規劃專責行銷組織的成立； 

○1 -3 未規劃針對內科發展協會及園區管理委 

員會聯合會更多的資源，尤其是資訊與 

權威，以建立該兩組織在園區廠商中的 

地位； 

○1 -4 未規劃給予內科服務中心更多的資源； 

○1 -5 已規劃強調產品特色之「聚落效應」，但 

整合促銷中並未規劃廣告方式； 

○1 -6 已規劃強調產品特色之「地區環境」，但

整合促銷中並未規劃廣告方式； 

○1 -7 未規劃將「土地建物成本低廉」之「價

格因素」行銷給目標市場； 

○1 -8 未將可能的「科技與人文結合的開放空

間」之「產品」機會列入行銷規劃，以

吸引目標市場； 

○1 -9 未將可能的「園區與社區居民融合共生」

之「產品」機會列入行銷規劃，以吸引

目標市場； 

○1 -10 未將可能的「內科為品牌中心」之「行

銷定位」機會列入行銷規劃，並以「政

策的公佈」逐步達到此一目標； 



386 

○1 -11 未規劃為改善「價格」上的劣勢，向中

央爭取更多的租稅優惠； 

○1 -12 未規劃為改善「政策」上的劣勢，向中

央爭取更多的政策權威； 

○1 -13 未將可能的「竹科為高科技製造中心、

內科為研發中心的在分工」之「行銷定

位」機會列入規劃； 

○1 -14 未規劃向中央爭取「松山機場為兩岸直

航機場」； 

○1 -15 未將向中央建議「全球化競爭下集中資

源發展」，以避免「同一政治體系的競

爭」之「威脅」列入行銷規劃； 

○1 -16 未具體規劃與同一政治區域內的縣市

政府建立結盟關係，以避免「不同政治

體系競爭」之「威脅」。 

 ○2 促銷策略的強化─應考慮製播廣告，化被動 

   為主動，以接觸更多潛在顧客。 

 ○3 通路策略的強化，又涵蓋： 

  ○3 -1 基於目標市場區隔的通路─與中央合   

      作、台北市政府本身，以及與目標市場 

      直接接觸並建立第一印象等通路策略的 

      強化。 

  ○3 -2 建構地理資訊系統的通路策略。 

 ○4 夥伴策略的強化，又涵蓋： 

  ○4 -1 對園區發展協會與管聯會的正確定位。 

  ○4 -2 透過國際知名行銷學者，如提供台北科 

      技走廊相關資料給 Kotler 教授，以協助 

      行銷。 

 ○5 行銷組織策略的強化─未來台北科技走廊 

   各園區主管機關均應歸屬於台北市經濟委   

   員會，並在該委員會下成立專責行銷高科技 

   產業的行銷組織。 

 ○6 政府效能策略的強化─對行銷執行人員之 

   作為，應建構有效之績效評估指標。 

三、行銷組織 1.總體建議：成立專責行銷組織，統合事前、事 

 中、事後之各項行銷管理活動。 

2.細項建議，包括： 

 ○1 整體行銷組織─台北市政府未來應成立「城 

   市行銷局」，以現行「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為架構，並區分為【市政、文化、產業、 

   觀光】等四大業務功能分工。 

 ○2 個體行銷組織─統合高科技園區主管機關 

   ，將現行及未來擘劃之三大園區之主管機 

   關均應統整歸屬於台北市經濟委員會，並下 

   設專責行銷高科技產業之行銷組織，與可能 

   成立之城市行銷局相互配合。 

四、行銷功能 1.總體建議：依據三次年度產業調查報告進行分 

  析，吸引廠商進駐原因可歸納為產品、價格、 

  地區環境、政策及政府效能等五大類行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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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惟就此五大類要素及問卷內容設計，仍 

  有須強化之處。 

2.細項建議，包括： 

 ○1 產品─「未來擴充性」之大內湖科技園市、 

   台北科技走廊、以及松山機場成為兩岸直航 

   機場等未來遠景，應有具體之時程規劃，否 

   則此項誘因之吸引力降日趨下降！ 

 ○2 價格─「土地建物成本較低」，台北市政府 

   應列入相關行銷規劃之中。 

 ○3 地區環境─未來應持續充實「網路新都」的 

   競爭優勢，並成為主要行銷訴求。 

 ○4 政策─「企業總部」之政策要素應持續推 

   動，以提高園區的總產值，並進一步形成更 

   具行銷效果之「聚落效應」。 

 ○5 政府效能─受訪對象滿意程度應與園區服 

   務中心所提供之服務呈現一致性，因此未來 

   應給予服務中心適當的資源，並持續辦理座 

   談會，以便充分掌握消費者的購後行為。 

 ○6 產業調查問卷，應增列「如何知道內湖科技 

   園區之『通路』」選項，以便掌握適當之銷 

   售通路，並藉此評估各項既有通路之效益。 

五、行銷生產力 第一、內湖科技園區主要獲利力分析 

1.總體建議：依據三次年度產業調查報告，吸引 

  廠商進駐原因，並為內科獲利的兩項主要因 

  素，首先為「未來的擴充性」，其次為「地區 

  環境」，此兩項優勢條件應予維持，並適當掌 

  握外部機會；此外，目前園區廠商認為亟須 

  改進的項目，即未來有礙於園區獲利因素， 

首要為「交通問題」，應有積極作為。 

2.細項建議，包括： 

 ○1 成長因素 

  ○1 -1 未來擴充性─應提出具體時程表，而非 

      僅止於規劃中的遠景描繪。 

  ○1 -2 地區環境─除繼續維持外，並應結合「網 

      路新都」之外部機會，以創造更多獲利。 

 ○2 阻礙因素─交通問題 

  ○2 -1 觀念改進 

   ○2 -1-1 確實了解園區消費者交通需求與型態 

        的目的。 

   ○2 -1-2 真正調查出園區廠商的通勤需求，而 

         非基於公務員按時上下班的制式想 

         法，進行通勤規劃。 

  ○2 -2 應基於短、中、長期規劃相關作法。 

第二、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生產力指標的建構 

1.整體建議：生產力指標應涵蓋量化與質化指 

  標，並以平衡計分卡所強調之財務面、顧客 

  面、內部流程面、及創新與學習面等四大構 

  面為基礎，建構公部門之行銷生產力指標。 

2.細項建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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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財務面指標，涵蓋： 

  ○1 -1 政府財政收入的實際受益數； 

  ○1 -2 招商活動的成本效益指標； 

  ○1 -3 新增工廠/公司數； 

  ○1 -4 新增投資項目； 

  ○1 -5 預定投資金額； 

  ○1 -6 投資重點發展產業產值比例； 

  ○1 -7 議員的財政支持度。 

 ○2 顧客面指標，涵蓋： 

  ○2 -1 廠商抱怨件數； 

  ○2 -2 廠商抱怨回應時間； 

  ○2 -3 撤資原因考慮； 

  ○2 -4 媒體有利報導； 

  ○2 -5 社區參與程度。 

 ○3 內部流程面指標，涵蓋： 

  ○3 -1「目標暨成果管理」應用程度； 

  ○3 -2 整合性招商機制的設置情形； 

  ○3 -3 資訊開放程度； 

  ○3 -4 招商標準作業程序的執行情形； 

  ○3 -5 招商追蹤進行情形； 

  ○3 -6 機關協調程度； 

  ○3 -7 行銷規劃與執行克服的困難程度； 

  ○3 -8 節省的時間； 

  ○3 -9 成員負荷； 

  ○3 -10 資源分配； 

  ○3 -11 行銷計畫管制考核。 

 ○4 創新與學習面指標，涵蓋： 

  ○4 -1 多元行銷專案計畫的提出； 

  ○4 -2 指定培育的成員數； 

  ○4 -3 行銷課程接受訓練時數； 

  ○4 -4 行銷新觀念提出； 

  ○4 -5 行銷活動舉辦成功數； 

  ○4 -6 因行銷活動成功或提出新觀念之升遷成 

      員數； 

  ○4 -7 自動服務次數； 

  ○4 -8 成員著作發表。 

第三、台北市政府國外招商成效評估 

1.總體建議：就拓展台北市或內湖科技園區的國 

際能見度，五次的國外招商確實是有效且成 

功的行銷活動；但在擴大目標市場、以政策 

引導技術升級，以及對有投資意願廠商之後 

續追蹤等三大面向，仍須強化。 

2.細項建議： 

○1 擴大目標市場─就五次招商活動明確表達 

有意願之投資廠商進一步分析，均已在台北 

市設立據點，因此台北市政府應再思考，包 

括與經濟部、外交部、外貿協會、工商協進 

會、台北市商業會等公私部門之經貿單位密 

切合作，以接觸更廣泛的目標市場，吸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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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潛在購買者。 

○2 以政策引導技術升級─台灣產業技術升級 

的與否關鍵，並不在於一家公司引進新的行 

銷模式，如單就新思科技公司引進 EDA 技 

術，就可以導致全面性的技術變化。如果要 

產業全面性技術升級，這需要政府政策上的 

規範，如同當年半導體科技產業的發展。雖 

然這不是台北市政府的權責範圍，但台北市 

政府應將此項創新技術的發展趨勢彙報行 

政院會、或經建會、或經濟部等機關統籌規 

劃政策規範。 

○3 對有投資意願廠商之後續追蹤─台北市政 

府應指派權責機關，如台北市經濟委員會或 

建設局辦理。 

六、行銷資訊系統 1.總體建議：應基於顧客滿意經營的理念，建構 

  可「隨時掌握與立即回覆」顧客需求之行銷 

  資訊系統與地理資訊系統，並藉由資訊回饋 

  以為行銷決策之主要依據。 

2.細項建議，包括： 

 ○1 行銷資訊系統之發生作用，首要關鍵在於第 

一線銷售人員將實際銷售資訊能以正確、 

及時地鍵入該系統中。而服務中心即為接 

觸園區廠商第一線銷售人員，應由該中心 

負責所有的行銷系統，包含顧客已透過網 

站「被動式輸入」，以及該中心人員主動到 

園區現場察覺可能之顧客潛在需求，甚至 

所有到園區參訪後意見等相關資訊「主動 

式輸入」之管理。 

 ○2 應將「市場經理」角色，由現行建設局一科 

或建設局長提升至台北市經濟委員會，以 

便在最短時間內透過資訊系統之負向反 

饋，統合跨局處業務，進行行銷決策。 

 ○3 為滿足潛在顧客的需求，台北市政府應建置 

地理資訊系統，並且該項系統之資訊建立 

與儲存，應涵蓋南港軟體園區及未來之士 

林、北投知識園區，以為未來潛在顧客選 

址及市政決策者了解未來「台北科技走廊」 

產業動態與分佈之決策資訊。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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