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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訪談紀錄 

壹、訪談對象：G1  
 一、訪談時間：2004.7.2. 
 二、訪談地點：辦公室 
 三、訪談內容： 
  (一)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勢、劣勢為何？ 
 答：本公司以前飽受租金、搬家之苦，內科相對台北市其他區域，最大的優勢就是土

地建物成本較低；其次，就是聚落效應，因為廠商一家又一家的進來，自然就形成一股

風氣。 
     至於，內科的劣勢則是缺乏長期性、整體的規劃。例如老闆常說，台中市的每條

路基本上都經過適當的規劃，內科就沒有；不過因為本公司是早期就進駐的，所以早就

摸索出一套適應的方法， 一切還是靠自己努力，對政府仍沒有太大的期望。 
 
  (二)貴公司為何當初會選擇內湖科技園區？考慮的主要因素為何？ 
 答：主要因為內科是台北市相較其他地方較為便宜的地段，除此之外，就是交通便利，

而且未來有它發展的延續性，例如 shopping mall 的規劃，所以早買早好。 
 
  (三)您認為目前內湖科技園區有無問題存在？如果有，是哪些問題？ 
 答：竹科，中央政府對它的著力很深，甚至可以代表台灣產業發展的標竿；內科則是

典型的地方化，很多交通、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都缺乏完整的規劃，給人很零亂的感

覺。雖然目前已成立服務中心，但只是在扮演「救火」的角色而已。像交通停車問題，

在服務中心未成立以前，本公司就遇到這樣的問題，誰來解決呢？當然靠自己，所以我

們就盡量往下挖，在不牴觸法令的前提下，我們自己克服了。 
 
  (四)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曾對園區廠商做了兩次產業調查，您認為這份調查結 
果，是否真能反映廠商的意見？ 
 答：不清楚產業調查的內容，只知道要我們填一份問卷，說明從業員工多少人，全年

營收多少等，諸如此類，倒沒有說要廠商反應什麼樣的意見？不過，即便反映了，可能

也不是台北市政府能解決的問題，因為對本公司而言，所有生活機能的問題都自行解決

了，惟一不能解決的都是法令問題，而這又涉及到中央，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解決的，例

如我們一直認為台灣的工業設計人才不足，想向外申請，可是勞委會又有極為繁複的規

定，諸如此類的問題，台北市政府又能幫我們解決什麼？ 
    憑良心講，台北市政府已盡量在幫我們，可是我們的問題常涉及中央的法令問題，

這與地方政府可以使力的地方不多，所以台北市政府充其量只能幫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問

題，而這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已能解決，當然我們會反應給市府，只是還不如自己解決

比較快，因此市府現階段的各項服務也許對小廠比較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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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廠商的作 
用？ 
 答：服務中心我們曾經找過，不過我們也僅止於反應。與其等待政府的速度，我們還

是自己來會比較快，大廠總被賦予提升園區發展的社會責任，所以我們總會配合園區內

的各項活動，盡一份大廠所謂的社會責任；不過，由於本公司進駐的時間比服務中心早，

因此早已就尋找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模式，對於服務中心成立後進駐的廠商，服務中心應

有其一定的功用。 
 
  (六)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作為市府 
與廠商溝通的橋樑？ 
 答：本公司已加入發展協會成為會員，只是我個人認為協會的其中一項定位，在於促

進園區內廠商與政府溝通的橋樑，為什麼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樑，要由企業間來扮演，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本來不就是應該自己要去努力嗎？為什麼要由企業來扮演這

個角色？尤其現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同顏色，尤其對一個全球性的企業來說，我們只想

單純的做生意，如何解決法令上的問題，才是我們最關切的問題。 

 
  (七)貴公司對園區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遠景？ 
 答：我們希望未來園區服務中心能具有像竹科管理局一樣的權威，因為我們反映的都

是法令問題，而法令問題修改又涉及到中央政府政策面的改變，地方政府無權置喙。所

以，我們希望園區服務中心能像竹科管理局一樣具有適當的權力，廠商只要提供需求就

可以獲得圓滿的解決。 
    不可否認，目前市政府對園區內廠商所提供的各項措施，已相當優惠；只不過我們

要的不只是生活層面的協助，而是希望法令面較為深入的協助。 
 
 
 
貳、訪談對象：G2  
 一、訪談時間：2004.7.5. 
 二、訪談地點：辦公室 
 三、訪談內容： 
  (一)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勢、劣勢為何？ 

 答：本公司原來位於台北市的東區(八德路附近)，後來因為空間不足，所以想尋覓新址，

希望地點仍是在台北市內，但是有幾個因素的考慮，包括建物及土地成本不能太高昂、

員工上下班的便利性，雖然這段期間也曾考慮到汐止新台五線附近的工業區，可是環境

並不理想，例如電磁波的測試就不符合本公司的需求，而這些條件內科就完全符合，所

以本公司就選擇進駐。 
    換言之，內科的優勢首先是地價便宜(相對台北市其他地段)，其次就是對內與對外

的交通相當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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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內科的劣勢就是她當初發展時並沒有完整的規劃，完全是依工業區模式在進

行管理，像現在核准成立企業總部，可是這些公司在沒有核准進駐前就已進駐，所以為

了配合政府的規定，通常都會在一樓開設一條生產線，供政府檢查，檢查完後，就收起

來等待下一次的檢查，由於政府缺乏完整的規劃，導致今天內科的公共設施如停車場等

不足，以及上下班交通的瓶頸。 
 
  (二)貴公司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內湖科技園區？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答：本公司選擇進駐園區的原因與上述內科的優勢有關。 
 
  (三)您認為目前內湖科技園區有無問題存在？如果有，是哪些問題？ 
 答：園區內目前的問題與前述的劣勢有關，最大的問題就是停車問題，雖然本公司有

自建停車場，但是仍然不敷使用，絕不是市政府所說享受提供興建停車場的優惠卻不對

外開放，本公司對內部員工停車每月還要繳新台幣 1500 元，是截至目前為止園區內對

公司員工收費最高的，所以包括汽機車的停車問題是目前園區內最大的問題；其次，就

是交通問題，從環東大道轉港墘路，再轉到瑞光路這麼短的距離，卻每天要耗費將近

20-30 分鐘；最後，飲食問題，雖然本公司就有員工餐廳，但員工還是會到公司外去用

餐，市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開放園區內設餐廳，甚至周邊社區為了搶持這塊大餅也

紛紛開餐廳，但是這些餐廳只能做一餐，如何維持長期的生存呢？因此而產生的攤販餐

車，是自然供需下的產物，與其市政府不斷取締，還不如給予有效管理，像目前的瑞光

計程車聯誼會現址(洲子市場預定地)就可以蓋一個大型的多功能停車塔，一、二樓讓攤

販進駐，如此不就同時可以解決停車與攤販問題！ 
 
  (四)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曾對園區廠商做了兩次產業調查，您認為這份調查結 
果，是否真能反映廠商的意見？ 
  答：憑良心講，目前的內科產值這麼高，但是實際的進駐廠商倒底有多少，登記與未

登記的廠商數，這份調查報告是否真正反映目前園區的現狀，我個人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五)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廠商的作用？ 
 答：以現在中心主任的努力的確發揮一定的服務功能，可是我認為服務中心在經費、

權限上仍有不足之處，尤其廠商反應多涉及跨局處的事務，需要市府其他機關的配合，

以中心現在的位階，著實而論，做的很辛苦！因此我建議應將服務中心的位階再提高，

否則很難做事。 
 
  (六)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作為市府 
與廠商溝通的橋樑？ 
 答：我發現目前服務中心與發展協會之間出現無法配合的現象，但是基本上我仍肯定

協會的成立的功用，但是目前協會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確實在服務廠商上有若干限

制，但是我期許園區未來應以服務中心或提升為管理中心為核心，廠商與協會居於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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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共同為園區內的廠商提供更好、更確實的服務。 
  此外，我個人相當質疑既有一個協會作為政府與廠商的橋樑，為什麼又要成立管理委

員會聯合會，彼此具有相同的功能，為何會如此？但既然政府執意去做，我們也只有支

持。 
 
   (七)貴公司對園區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遠景？ 
 答：雖然本公司為園區內的大廠之一，形式上面臨的問題大多可以自行解決，但基於

對園區的責任與義務，短期內希望政府對園區上述問題規劃完整的解決方案，我相信園

區內的廠商絕對願意支持！長期而言，希望有一個位階較高的管理中心做為園區內的各

項事務統合、協調的機制。 
 
 
 
參、訪談對象：G3  
 一、訪談時間：2004.7.5. 
 二、訪談地點：辦公室 
 三、訪談內容： 
  (一)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勢、劣勢為何？  

 答：我認為內科的優勢與本公司當初選擇進駐園區的因素相關。本公司以前在新店的

寶橋工業區，當初因為路比較小，交通上比較不便，而且廠商比較不集中，大公司沒有

幾家，在供料及技術上不是很便利。所以，內科的優勢就是對外交通便利，方便客戶來；

其次是聚落效應；再者，她是第六期重劃區，土地建物都是工業區的價格，相對台北市

其他地段比較低；最後就是內湖的地理環境不錯，有山有水，不像一般的工業區都是硬

梆梆的感覺。 

    至於內科的劣勢，我個人覺得就是缺乏一個統籌的管理中心，本公司是以企業總部

的名義進駐園區，其他關係企業也想一併進駐，當時服務中心表示已上簽呈沒有問題，

可是市府的權責單位卻又說不行，像竹科就有一個統籌的管理中心設置了單一的窗口，

也有足夠的權限，廠商有任何需求只要透過管理中心就可以獲得解決，例如本公司前的

禁停區空間不方便客戶停車，如果是大巴士的話就不曉得怎麼辦，所以我們向市府的建

設局多次交涉，都說基於法令規定不能放寬，是政府應從廠商的實際需求去考量，而不

是只用法令去阻擋，如果服務中心有足夠的權限，對園區內的情形又真正的了解，才能

真正顧及廠商的需求。 

 

   (二)貴公司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內湖科技園區？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答：在上述內科的優勢中我就已經說明本公司進駐的原因。是基於廠商集中，交通較

便利等。 
 
  (三)您認為目前內湖科技園區有無問題存在？如果有，是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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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就生活上的機能而言，我個人覺得還好，因為攤販問題已逐步在解決了。當初本

公司進駐確實有些不方便，但也克服了，既然來了就要去適應環境，而不是要求環境來

適應人；不過，園區現在產生的問題都跟她當初的規劃有關，因為她當時只是一個輕工

業區的規劃規模，也沒有想到會造成今天這麼樣的繁榮，不像竹科已有事先完整的規

劃。所以，今天園區的問題包括上下班極為壅塞，捷運還沒有蓋好及腹地太小等。對此，

我個人強烈建議市政府有什麼樣的方案，我不清楚，但請趕快做！ 
 
  (四)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曾對園區廠商做了兩次產業調查，您認為這份調查結 
果，是否真能反映廠商的意見？ 
 答：不知道這份產業調查是針對本公司的何人或部門，也許我不在所以 pass 到其他部

門，只是我不知道這份產業調查報告能反映到什麼程度。 
 
   (五)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廠商的作用？ 
 答：我認為仍有發揮的空間，功能應再加強。事實上，對大公司而言很多問題都可以

自行解決，小公司也許就相當需要服務中心的協助，服務中心對我們而言，我們期盼廠

商很多的問題如果涉及到市府部份的業務，都能在服務中心一次解決。 
 
  (六)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作為市府 
與廠商溝通的橋樑？ 
 答：本公司很少跟發展協會接觸，她現在的會址在哪裡，是什麼性質呢？當初剛搬來

的時候也不知道園區內有那些機構，只有服務中心與我們接觸，你說發展協會成立的宗

旨在於扮演廠商與市府溝通的橋樑，就企業經營要求效率的觀點來看，還是透過服務中

心最有效，只是她的位階與層級必須再提高。 
 
  (七)貴公司對園區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遠景？ 
 答：我個人對園區未來的期許，包括： 
第一、服務中心的功能再加強，變成統籌協調的單一窗口，甚至有經濟部(公司 
      執照變更)、國稅局(稅賦問題)、市政府(變更營利事業執照)等專人的進駐 
      與提供廠需所需要的服務。既然園區內已有至少三十家都在台灣排名前五 
      百大的科技大廠進駐，市政府就應該把她真正視為科技園區，而不是一般 
      的工業區； 
第二、市府目前已有對園區的規劃方案趕快落實，趕快執行； 
第三、捷運能儘早完工； 
第四、上下班交通擁塞問題能獲得解決，雖然在竹科上下班也是同樣的壅塞，但 
      總希望市政府能夠想出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來； 
第五、希望目前園區內的兩塊市場預定地，包括現在瑞光計程車聯誼會的位置， 

  以及瑞光路、陽光街口的兩塊預定地，能夠興建多功能的生活館，再加強   
  園區內的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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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訪談對象：G4  
 一、訪談時間：2004.7.6. 
 二、訪談地點：辦公室 
 三、訪談內容： 
   (一)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勢、劣勢為何？ 

  答：本公司當初在選擇廠址的考量主要是基於信義計畫區比較貴，所以認為內湖地區

的輕工業區經基隆河截彎取直並整地後，有較大的空間，而且是屬於工業區的價格，在

土地建物的成本比較便宜，這也是內科的第一個優勢；其次內科的優勢是聚落效應，工

作性質相同的產業都集中在一起，上中下游產業聚集在一起，相當方便；第三是內科的

對外交通聯絡網絡十分的便利；最後則是捷運將在此興建，可以解決員工的交通問題。 

    至於內科的劣勢，首先就是捷運截至目前為止蓋得太慢，所以捷運是個優勢也是個

劣勢；其次，由於建商在園區內興建過多的建物，導致空房率過高，這是建商沒有注意

到市場的供需關係。 

 

  (二)貴公司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內湖科技園區？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答：這個問題與前述的內科優勢相關。 

 

  (三)您認為目前內湖科技園區有無問題存在？如果有，是哪些問題？ 
 答：內科產生的問題包括：第一、交通十分的壅塞，上下班時堵的一蹋糊塗；第二、

由於進駐廠商越來越多，導致內湖地區的房價越來越高，一般員工可能買不起；第三、

飲食問題，員工的吃飯問題，所以我們曾有九家大廠的總務聯誼會，曾研議過聯合成立

一個飲食中心，解決員工的飲食問題；第四、停車問題，本公司雖有四百多個自用停車

位，但仍然不敷使用，對此只能寄望捷運通車後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四)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曾對園區廠商做了兩次產業調查，您認為這份調查結 
果，是否真能反映廠商的意見？ 
 答：應該可以，因為我看過調查項目確實有針對廠商的需求而設計。 
 
  (五)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廠商的作用？  
 答：針對第五與第六個問題我一併回答，我認為服務中心與發展協會可以相輔相成，

共同為園區內廠商提供更多的服務，而且他們也多很用心，可以感受到這兩個單位共同

的熱誠，只不過這兩個單位同樣面臨經費與人力有限的情況，所以我個人認為服務中心

應有更充分的經費以及更多的權限；至於發展協會我則認為廠商應該認同進而加入讓這

個組織能更茁壯。這二個組織與廠商的互動都非常好，例如七月二日舉辦的「破兆」慶

祝茶會，當天的天候不佳，可是仍有許多的廠商來共襄盛舉，就可以顯現服務中心與發

展協會平日的用心。 
 
  (六)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作為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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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廠商溝通的橋樑？ 
 答：同第五個問題的回答。 
 
  (七)貴公司對園區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遠景？ 
 答：短期而言，希望上述所提及目前園區內所發生的問題，包括交通、飲食、停車等

問題，都能獲得妥善的解決；長期則希望內科能成為「台灣的矽谷」，希望她能成為台

灣最好的科技園區，能夠與美國的矽谷相互媲美，如此在這裡上班也會有一份光榮感！ 
 
 
 
伍、訪談對象：G5  
 一、訪談時間：2004.7.7. 
 二、訪談地點：辦公室 
 三、訪談內容： 
   (一)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勢、劣勢為何？  

 答：內科的優勢包括： 

第一、這裡的土地建物成本較低，比台北市其他地段相較便宜； 

第二、對內、外的交通十分便利； 

第三、聚落效應，一旦大廠進駐後就吸引其他公司進駐； 

第四、位在台北市都會區，擁有各項優越的人文、經濟、資訊環境等； 

最後，則是松山機場未來將成為兩岸的直航機場，而這對廠商而言是極重要的誘 

      因。 

    至於她的劣勢，首先就是缺乏完整的規劃，整體形象不似新竹科學園區那麼明確，

所以國外廠商來參觀的時候，常有會有零亂的感覺；其次，這裡大部分都是民地，影響

到整體的規劃，像高科技園區內竟然還有豬舍、農地，如此就導致許多公共設施不足，

尤其是道路過於狹小，即便本公司多次向市府反映增設人行道，通常得到不可能的答

案，所以本公司員工就只能走在馬路上。 

 

  (二)貴公司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內湖科技園區？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答：與前述的優勢有關。當初本公司只是認為內湖這邊有一重劃區，因為這裡的土地

便宜，所以在此買地；其次這裡鄰近台北市都會區，方便客戶來此參觀；最後，內科的

對外聯絡交通十分便利，尤其本公司的製造工廠都位在高速公路旁，每日都有工程師往

返，所以這項因素對本公司就非常重要。 

 

  (三)您認為目前內湖科技園區有無問題存在？如果有，是哪些問題？ 
 答：本公司當初進駐的時候並不寄望給予任何優待，政府對我們的幫助不大，需要政

府協助的應是那些中小型的廠商，因為很多問題我們都自己解決了。內科今天的問題在

於當初規劃的原意，只是一般的輕工業區規模，所以導致交通擁塞、飲食產生的攤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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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廠商進駐的合法性問題等。 
 
   (四)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曾對園區廠商做了兩次產業調查，您認為這份調查結 
果，是否真能反映廠商的意見？ 
 答：廠商知道嚴重的問題提出來也沒有用，所以產業調查只調查了一部分的事實，卻

對問題的解決幫助不大。今天內科的基本環境不好，卻能造成今天的繁榮景象，全是廠

商單打獨鬥創造出來的，內科可以說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縮影！ 
 
  (五)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廠商的作用？  
 答：以現在服務中心有限的人力、經費來評斷，服務中心的服務已經超過他當初的功

能，也確實將廠商需求反映到有關單位；只不過，服務中心的位階應該再提高，否則將

影響到服務廠商的效能。而且更冀望服務中心不只是一直都在反映意見而已，更希望它

能有規劃的能力，反過來能告訴我們，政府未來要做什麼有什麼樣的規劃方案。 
 
  (六)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作為市府 
與廠商溝通的橋樑？ 
 答：發展協會確實已扮演溝通的橋樑，其功能與服務中心相輔相成，只是屬性不同，

目前又另外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聯合會，本公司並沒有參加，因為質疑該組織的定位是

否與發展協會重疊，尤其發展協會目前加入會員並不算多，為何不先壯大協會後，再成

立一個同性質的組織？ 
 
  (七)貴公司對園區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遠景？ 
 答：對於園區未來的發展，我個人有以下期許： 
第一、資源共享，不管是廠商之間，或是發展協會與即將成立的管聯會之間，大 
      家都能資源共享，共同為園區而努力！ 
第二、對公共財的使用規劃，應特別為園區規劃專屬完備的方案，例如園區內保 
      全、消防、清潔衛生、垃圾處理、交通工具的便利性(園區巡迴巴士)、攤 
      販管理等，雖然馬市長每三個月定期來一次與廠商座談，但畢竟這不是長 
      久之計，市府應將規劃遠景讓我們知道，否則如何稱為「金雞母」？ 
 
 
 
陸、訪談對象：G6  
 一、訪談時間：2004.7.8. 
 二、訪談地點：辦公室 
 三、訪談內容： 
  (一)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勢、劣勢為何？ 

  答：企業發展首重成本，包括原物料、人力、時間等成本，而成本的多寡則與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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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有關。資訊業為何不在台北市落根，就是成本太高，本公司當初也有考慮到台北

週邊的汐止、五股，但一直到內湖這塊區域的發展而選擇在此設總部。這是基於： 
第一、距離台北市近，土地價格卻比其他地段便宜了四-五倍； 
第二、交通上與市區、上中游廠商，甚至國外客戶的互動，都相當的便利； 
第三、進駐法令的鬆綁，讓廠商更方便進駐。 
    至於，內科的劣勢則與她當初的規劃有關，同時這也涉及而十年前的思考方式已經

不能因應現代發展的需求，工業行為的定義已經不同，因為： 
第一、廠商進駐後，雖促進地方的繁榮，也造成地方的負擔，包括食、衣、住、 
      行等問題； 
第二、園區內缺乏大型的社交場所。 
 
  (二)貴公司為何當初會選擇內湖科技園區？考慮的主要因素為何？ 

 答：本公司本來分散在台北市的四個地點，包括南京東路、八德路、南京東路及松山，

這種分散在各處的公司往往造成管理上的無效率，因此董事長就思考要將四家合併在一

起，恰好有內湖這塊地，前述的優勢能解決符合本公司需求。而且集中在一起，對內增

進本公司的營運效率。 
 
  (三)您認為目前內湖科技園區有無問題存在？如果有，是哪些問題？ 

 答：內科的問題包括： 
第一、就都市計劃的觀點，園區內單一功能的設計，降低了使用上的效率，像園 
      區白天有將近 6 萬的就業人口，晚上就變成一座死城，餐廳只能做一餐， 
      市府應規劃增加其他行業的營運機會，想辦法將園區內的員工留在內湖地 
      區消費； 
第二、大眾運輸及交通的問題； 
第三、就業人口增加，住宅需求是否能跟得上； 
第四、停車問題，線在園區內仍有 20%的空地蓋停車場，暫時似乎已經足夠，但 
      未來發展到全部廠商進駐，停車絕對是個問題。 
 
  (四)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曾對園區廠商做了兩次產業調查，您認為這份調查結果，是否

真能反映廠商的意見？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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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廠商的作用？ 

 答：個別生活上的需求透過服務中心反應聯繫還可以，但今天園區內所產生的問題常

涉及跨局處，單就園區服務中心現有的人力、權力似乎無法解決，所以中心的位階應予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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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的功能如何？是否真能發揮服務，作為市府 

與廠商溝通的橋樑？ 
 答：可以反映廠商意見，只是感覺協會似乎與服務中心的角色功能有相互重疊，因此

本公司還是直接向服務中心反應。 
 
  (七)貴公司對園區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遠景？ 

 答：在商言商，本公司對內科的期許為： 
第一、企業分類可以再放得更寬，讓園區不要單一化發展，讓她能夠更蓬勃地發 
      展； 
第二、園區內的綠美化規劃應更加強； 
第三、應對園區進行整體性的規劃，展現出園區的特色，例如園區內的每棟大樓 
      就呈現出不同的企業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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