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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城市(地區)行銷從學術領域盱衡，是新近公共行政領域研討的新趨勢；

從都市發展的角度觀察，也儼然成為都市競爭與發展的行動方針。 

    城市行銷可以藉由發展地方特色帶動地方經濟成長，進而立足世界。

例如，高雄市包裝城市光廊、愛河行船，前任市長謝長廷於 1998 年就任時

更提出「海洋首都」的願景，並在此願景下推動一列的行銷活動；此外，

我國首善之區台北市在馬英九市長的期許下也計畫打造「台北科技走廊」

(Taipei Technology Corridor,TTC)，並積極向國際行銷台北、赴海外招商，

期使台北市成為亞太企業運籌中心(logistic center)。 

    城市行銷吸取行銷學中的產品競爭與消費者服務的精髓；強調城市發

展需要產品形象包裝，更要透過學習行銷---主動積極的行事、周詳的策略

謀定與對生存競爭的高度敏感性，方能使城市生命力在全球化、國際化的

時代潮流中壯大發光。 

    然而，在城市行銷的理念下，這些地方政府是否善用城市行銷基礎架

構訂定策略目標、擬定行銷計畫、有效執行並控制評估計畫？是本文研究

的主題。 

    本章首先以層次的方式論述為何選定台北市為研究主題，乃至於以隸屬於台北市政

府之內湖科技園區為個案分析的主要動機；其次，再從行銷途徑，探討地方政府如何在

區域經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競爭態勢下，為防止人口外流、招商引資、充裕地方稅收來

源，應有的策略性規劃基礎下，引導出本文的研究問題；復次，本文既以內湖科技園區

為個案分析，因此對若干名詞，諸如行銷策略、科學園區、科技園區、工業區、工商綜

合區、加工出口區等作適當的解釋；再者，在研究範圍中指出台北市政府可供行銷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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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眾多，而本文選定的內湖科技園區不僅在於它是一個相當獨特又有趣的個案，更將是

未來台北市推動經濟發展(尤其是台北科技走廊的形成)一個重要的發動引擎；最後，論

述本文的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地方政府(城市)競爭的必要性 
個別地方政府間，乃至於城市間（同一或不同政治體系）有競爭的必要性嗎？對城

市經濟的經濟表現有影響嗎？ 
對於城市之間競爭的存在與否，Porter(1996)認為，城市和地區間的確存在著競爭的

狀態。但這種地區間的競爭並不會妨礙到國家間在世界貿易中對市場佔有率的競爭；也

不會妨礙到企業的競爭。地區間的競爭是為了流動性的投資、人口、觀光業、公共資金

以及一些特殊性事件（如奧運主辦權之類）的爭取。地區在進行競爭時，通常依恃著專

業的、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有效率的現代基礎建設，有一套回應機制的地方統治權，具

彈性的土地和資產的市場，以及優質的環境水準與高生活品質等要件。Porter 並認為那

些經濟狀況較良好的地區，是匯集了特殊知識、支持的機構、敵對的公司、相關的企業、

複雜的顧客群的地方；擁有以上較多的特質，才較有機會去創新和獲得較多的資訊（林

博文， 2002：119）。 
隨著全球化、民主化、地方治理發展的趨勢，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city)已經

逐漸轉向空間分工、多元價值依歸以及強調地方特色取向的時代；然而，在此一發展趨

勢下，乃是城市典範的迅速移轉—即城市實質環境發展與營造，從傳統技術官僚主導的

「供給者導向」迅速轉型為「消費者導向」（藍逸之,2001），而這股城市發展趨勢正與

80 年代因先進工業國家政府改革所興起的公共管理呈現一致的趨勢（孫本初,2001；丘

昌泰,2000；江岷欽、劉坤億,1999）。因應上述城市發展趨勢，英國學者 Harvey(1989)認
為：未來城市環境開發重視企業經營的層面，係為晚近資本主義轉型下的一種結構性趨

勢，積極創造城市優勢以及強化自我環境定位成為重要課題之一，而也是未來「城市企

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1浮現在資本主義城市的彈性積累中所面臨的重大挑

戰。 
甚至，學者 Haider(1992)以「地區大戰」(place war)為概念，詮釋了當前城市發展對

於資源爭奪的大戰態勢，並且他也透過經營管理的概念論述了將城市自我「銷售」到激

烈競爭的城市市場的可能性。因此。激烈的城市競爭態勢已前的城市發展必須在此一競

爭環境中找尋其生存空間與爭奪資源的定位戰略，如此城市才能有其自我生存的願景。

所以，經營一個「企業型城市」必須跳脫傳統藍圖式規劃的思維，重新以「經營」

                                                 
1 城市(city)與都市(urban)在英文上雖有不同，惟二者在經濟的定義上均指在某個特定地點(location)或都會

地區，空間上整合的經濟與社會系統(John Friedmann,1986:70)，而且學者間對這兩個名詞在作政策論述

並沒有嚴格區分，如義守大學於 2001 年 12 月 14 日舉辦之「城市外交與全球治理研討會」所發表之論

文，對城市與都市的英文常相互引用。 
此外，在台灣大學蔡政文教授所主持的《台北市國際化策略之研究》專題研究(1996)中，對城市與都市

的名詞亦相互引用。爰此，本文為配合論文架構對於相關英文名詞均譯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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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行銷」(marketing)的角度來思考，才能使城市能夠成功加以經營，而『定

位』(positioning)的觀念，更是其中亟待突破者（藍逸之、莊翰華,2001c）。 
    此外，Boyne(1997)、林博文( 2002：119)發展了一個地方政府層級間競爭的公共選

擇模式，它最關鍵的命題即為競爭將導致較好的組織績效。競爭被認為在效率的分配上

是必要的，其所關注的是在服務與地區間資源分配之公共偏好的反應，與在成本最小

化、稅率最低的狀態下，其所提供的服務產品的獨特性與吸引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間競爭的績效除了可以從流動性的投資、既存的企業成長

及新企業成立等經濟成長狀況來衡量之外，還應包括公平與分配效能的指標，以及實質

的經濟成長。這是因為一個狹隘的地方政府競爭策略，可能會涉及工資的下降、犧牲環

境標準、縮減社會保護政策（社會福利）等行為，以造就低成本的投資環境，但此舉卻

無異產品的惡性削價競爭（林博文， 2002：120；李翠萍、張世杰，2001）。因此，在

一個研究全球化與東北亞城市間區域合作的分析報告特別強調，一個城市競爭力應該涵

蓋的面向包括經濟、社會、環境與生態。易言之，人民的生活品質也應是衡量城市競爭

力的一個指標(Keum,2000)。 
所以，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型地方政府）應該了解，當全球化的脈動促使地方亟

欲參與國際貿易並吸引外商投資的同時，單單只有開放的經濟政策是不夠的，還要有足

以吸引外資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而地方上良好的社會福利網絡，不但可以增加人民心中

的社會安全感，也可以營造出一個穩定且具有品質的社會環境，這對吸引外商與白領移

民將會有正面的影響。 
所以學者 Lever & Turok(1999) 認為一個恰當的城市競爭力的定義應該是：「在同時

能增進實質收入，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質及促銷發展的狀態下，城市所生產的貨品與服務

能滿足更寬廣的地區性、國內性、國際性市場所需的程度」。 
    由此可知，處於新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世界各國的城市及地區不應再完全依賴國家

的發展政策，或期待中央的財政補助，而應主動積極地界定與嘗試適合地區發展的新策

略。因此這些城市及地區必須根據地區經濟的優勢與劣勢，以及機會與威脅(SWOT)，
來規劃設計顧客導向(customer-oriented)的地區行銷策略，並創造出優異的地區基本條

件，以滿足及吸引目標市場（target-market，即廠商與人口）前來旅遊、訪問、定居或

投資，進而達到刺激地區經濟繁榮與提高地區生活品質的目標。 
    學者 Hobbs 指出，美國聯邦政府對地方政府經費補助的減少迫使地方政府尋求獨立

財源。在國際經濟方面，與外國簽訂經濟契約，在國外設置商務代表處，促進國際貿易

與國際投資是美國地方政府發展國際經濟最常採用的途徑與模式。例如，美國南卡羅來

納州一個四萬六千人的城市 Spartanburg，原是一個生產紡織品的社區，面臨外國進口廉

價紡織品的競爭，市府當局決定向「新經濟」(New economy)轉型。目前已有 12 個國家，

六 十 家 公 司 進 駐 該 城 市 ， 創 造 了 七 千 人 的 就 業 機 會 ， 總 投 資 額 達 到 十 億 美 元

(Hobbs,1994:3)。 
    除了擴展國際經貿之外，國外地方政府也採取各種創新策略發展地方經濟，包括

(Kemp,1995；鄭興弟，2001：5-13)： 
   一、「土地分區使用管制」(Zoning)權力的應用最能顯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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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心。透過「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一個城市可以將單純的住宅區變更為住宅、商業

和工業多用途的區域，有助於吸引工商企業界到城市投資，也為城市增加財源收入。 
   二、「企業區」(Enterprise Zones)的設立，也能為地方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有的

「企業區」配合「城市更新」而創設。也有的地方政府選擇社經水準較差的地區「企業

區」，以帶動地區繁榮，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三、利用「水岸資源」(Waterfront resources)，如河流、湖泊、港灣發展觀光事業，

更是國外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常用的方法。例如美國馬利蘭州巴爾的摩港灣內的「約

翰.漢卡瞭望塔」(John Hancock Observatory Tower)就是利用水岸資源擴建為觀光景點的

一個典型範例；再者，麻州的波士頓臨海，當初有一條兩公里長的高架道路和一座橋樑

把城市和海阻隔，市民提出計畫，要求「走到海邊」(Walk to the Sea)，結果市府工務局

把高架道路地下化，並修建兩條道路直通海邊，在那裡設置露天咖啡和音樂廳等觀光休

閒設施；此外，奧地利維也納地方政府還特別開闢河道，把多瑙河的水引進市區，也在

河邊開設音樂廳及咖啡座。這些都是善用水岸資源發展觀光景點，刺激地方產業發展的

創意措施。 
    過去我國地方政府並不重視地方經濟發展工作。地方政府首長以為「發展經濟」是

中央政府經濟部的職責。所以王永慶過去規劃六輕工廠時，先後遭到宜蘭縣和桃園縣兩

地方政府拒絕提供設廠土地，最後才取得雲林縣同意在麥寮設廠；以及德國拜耳公司在

台中港區的投資案，被台中縣政府欲以公民投票方式，趕出台中等具體個案，均顯示出

地方政府首長忽視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然而自 1999.7.1 起營業稅由地方稅改為國稅

（即 89 會計年度），總體地方政府至少減少了 2,037 億元的歲入來源（89 會計年度為 3,244
億元；90 會計年度為 2,037 億元；91 會計年度為 2,147 億元），使我國地方政府原已拮

据的財政來源更形同雪上加霜，即便中央補助款挹注，亦無法改善我國地方政府負債嚴

重的情形（如表 1-1 所示），在此環境系絡下，地方首長已逐漸重視地方經濟發展，尤

其是擁有水岸資源的縣市更紛紛利用水岸資源，致力發展觀光景點，在相互刺激帶動

下，各縣市政府乃有各項行銷方案活動出現（如表 1-2 所示），亦即針對各縣市政府優

勢特色發展出來的事件行銷(event marketing)已蔚為一股風潮，並且成為縣市政府間政策

學習(policy learning)的最佳說明。 
    同時，我國中央與地方各縣市政府，如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高雄市、高雄縣、桃園

縣等地方縣市首長，歷年來亦多次組團親赴海外招商，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每年均編列相

關預算，邀請企業界及工業局、技術處等單位之首長赴歐、美、日招商，並於 2004 年

至 2006 年特別規劃辦理「國際招商大會暨國際招商論壇」。而各縣市地方政府亦積極推

動國際招商，包括：2001 年至 2004 年由高雄市前市長謝長廷曾前往荷蘭、法國、德國

及日本等國家進行招商及觀光行銷；高雄縣長楊秋興於 2002 年至 2005 年赴紐約、日本

等地區舉辦招商說明會；又台南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台北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澎湖

縣政府暨其縣市工業策進會等單位亦於 2004 年至 2005 年間分赴美國、日本及澳門等地

區進行經貿交流活動。 
    同樣的，外國城市及政府，歷年來亦進行類似的招商活動，例如比利時的林堡省、

美國芝加哥、達拉斯、韓國大邱市、京畿道等城市，基於對台北市產業實力的重視，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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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前來台北市從事城市行銷活動及經驗交流。這些現象在在說明了日趨激烈之城市競爭

的事實，以及推動行銷活動進行招商引資的必要性。 
 

表 1-1 我國直轄市及縣市公共債務分析表(86-90 年度)             

                                                    單元：新台幣千元 

八十六年度 八十七年度 八十八年度 年度別 
 
直轄市   項目 
及縣市別 

應付債 
款餘額 

應付債 
款餘額 

未償還債務

餘額預算數

總預算及特別

預算歲出總額

債務 
比率% 

趨勢比率

(基比) % 

臺  北  市 129,937,480 108,259,291 106,809,000 223,197,000 47.85 100.00
高  雄  市 182,380 5,000,000 58,114,815 84,472,842 68.80 100.00

直轄市小計 130,119,860 113,259,291 164,923,815 307,669,842 53.60 100.00
基  隆  市 534,129 453,574 207,725 14,175,847 1.47 100.00
臺  北  縣 908,333 716,666 18,342,009 93,179,085 19.68 100.00
宜  蘭  縣 777,391 497,745 366,799 16,340,977 2.24 100.00
桃  園  縣 819,619 1,073,700 3,874,500 45,351,275 8.54 100.00
新  竹  縣 145,885 481,225 3,398,000 21,087,000 16.11 100.00
新  竹  市 277,023 593,860 889,653 13,190,919 6.74 100.00
苗  栗  縣 413,272 594,667 1,320,727 25,993,493 5.08 100.00
臺  中  縣 4,410,533 5,294,691 5,688,525 40,974,391 13.88 100.00
臺  中  市 10,676,000 3,303,000 2,781,000 25,953,000 10.72 100.00
彰  化  縣 1,024,424 559,728 455,035 33,424,562 1.36 100.00
南  投  縣 873,262 855,604 960,995 17,348,751 5.54 100.00
雲  林  縣 885,701 902,897 1,623,000 28,703,000 5.65 100.00
嘉  義  縣 5,214,883 5,585,735 6,249,753 57,818,731 10.81 100.00
嘉  義  市 1,776,769 1,852,447 1,855,821 12,397,709 14.97 100.00
臺  南  縣 510,185 534,252 3,136,583 30,646,959 10.23 100.00
臺  南  市 3,049,407 2,356,677 4,647,000 25,826,000 17.99 100.00
高  雄  縣 2,818,952 3,255,159 5,308,000 32,405,000 16.38 100.00
屏  東  縣 1,411,848 1,626,226 1,856,460 34,585,585 5.37 100.00
花  蓮  縣 － － 753,000 14,778,000 5.10 100.00
臺  東  縣 451,024 469,814 1,079,784 12,753,773 8.47 100.00
澎  湖  縣 60,800 56,275 229,419 8,602,754 2.67 100.00

臺灣省各縣市小計 37,039,445 31,063,947 65,023,791 605,536,816 10.74 100.00
金  門  縣 100,000 275,000 400,000 5,868,000 6.82 100.00
連  江  縣  － － － 1,612,357 － －

福建省各縣小計 100,000 275,000 400,000 7,480,357 5.35 100.00
總          計 167,259,306 144,598,239 230,347,607 920,687,016 25.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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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1 我國直轄市及縣市公共債務分析表(86-90 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年度別 
 
直轄市     項目 

及縣市別 

未償還債務 

餘額預算數 

總預算及特別

預算歲出總額

債務 

比率% 
趨勢比率 (基比) % 

臺  北  市 134,347,000 316,298,000 42.47 125.78 

高  雄  市 67,216,260 112,569,735 59.71 115.66 

直轄市小計 201,563,260 428,867,735 47.00 122.22 

基  隆  市 421,140 21,141,054 1.99 202.74 

臺  北  縣 21,950,342 136,468,004 16.08 119.67 

宜  蘭  縣 1,327,586 21,390,559 6.21 361.94 

桃  園  縣 4,522,000 62,157,724 7.28 116.71 

新  竹  縣 1,556,000 21,460,000 7.25 45.79 

新  竹  市 1,088,567 19,851,004 5.48 122.36 

苗  栗  縣 2,235,000 30,774,700 7.26 169.22 

臺  中  縣 8,149,636 51,804,136 15.73 143.26 

臺  中  市 － 42,248,000 － － 

彰  化  縣 1,358,360 42,233,532 3.22 298.52 

南  投  縣 2,181,034 30,796,122 7.08 226.96 

雲  林  縣 3,884,000 32,862,000 11.82 239.31 

嘉  義  縣 3,715,120 69,034,398 5.38 59.44 

嘉  義  市 2,113,000 16,453,000 12.84 113.86 

臺  南  縣 6,814,186 43,447,963 15.68 217.25 

臺  南  市 5,896,000 34,333,000 17.17 126.88 

高  雄  縣 7,216,000 40,594,000 17.78 135.95 

屏  東  縣 5,965,353 39,680,260 15.03 321.33 

花  蓮  縣 1,933,000 16,997,000 11.37 256.71 

臺  東  縣 422,570 14,302,688 2.95 39.13 

澎  湖  縣 721,870 11,200,042 6.45 314.65 

臺灣省各縣市小計 83,470,765 799,229,192 10.44 128.37 

金  門  縣 212,500 8,211,531 2.59 53.13 

連  江  縣   － 2,113,177 － － 

福建省各縣小計 212,500 10,324,708 2.06 53.13 

總          計 285,246,526 1,238,421,636 23.03 1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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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1 我國直轄市及縣市公共債務分析表(86-90 年度)      

   單元：新台幣千元 

九十年度 年度別 
 
直轄市    項目 

及縣市別 

未償還債務 

餘額預算數 

總預算及特別

預算歲出總額

債務 

比率%

趨勢比率  

(基比) % 

未 償 債 務 

餘 額 實 際 數 

臺  北  市 148,587,000 220,451,000 67.40 139.11 124,164,230 

高  雄  市 72,431,260 81,122,350 89.29 124.63 82,323,272 

直轄市小計 221,018,260 301,573,350 73.29 134.01 206,487,503 

基  隆  市 1,659,203 18,515,337 8.96 798.75 1,258,982 

臺  北  縣 20,965,315 93,197,831 22.50 114.30 13,292,465 

宜  蘭  縣 1,908,195 17,729,260 10.76 520.23 1,885,555 

桃  園  縣 7,525,500 42,018,124 17.91 194.23 7,430,500 

新  竹  縣 3,184,263 18,705,081 17.02 93.71 3,008,787 

新  竹  市 1,802,000 16,490,035 10.93 202.55 1,165,845 

苗  栗  縣 3,193,889 25,856,988 12.35 241.83 3,936,944 

臺  中  縣 8,340,575 62,462,986 13.35 146.62 8,870,201 

臺  中  市 4,153,970 30,867,413 13.46 149.37 249,212 

彰  化  縣 5,410,751 40,217,317 13.45 1,189.08 4,969,605 

南  投  縣 3,665,830 42,865,574 8.55 381.46 2,457,145 

雲  林  縣 2,906,145 27,708,768 10.49 179.06 988,355 

嘉  義  縣 2,444,649 46,424,929 5.27 39.12 4,651,330 

嘉  義  市 1,937,418 15,512,192 12.49 104.40 1,235,122 

臺  南  縣 5,610,000 34,543,000 16.24 178.86 6,650,187 

臺  南  市 4,096,000 23,496,000 17.43 88.14 3,650,081 

高  雄  縣 5,783,582 36,703,176 15.76 108.96 5,150,582 

屏  東  縣 5,302,512 31,056,783 17.07 285.62 5,105,958 

花  蓮  縣 2,053,037 16,305,838 12.59 272.65 1,527,680 

臺  東  縣 1,307,000 11,019,000 11.86 121.04 827,612 

澎  湖  縣 994,694 8,389,487 11.86 433.57 117,405 

臺灣省各縣市小

計 

94,244,536 660,085,126 14.28 144.94 78,429,561 

金  門  縣 － 9,099,775 － － － 

連  江  縣  － 2,608,300 － － － 

福建省各縣小計 － 11,708,075 － － － 

總          計 315,262,796 973,366,552 32.39 136.86 284,91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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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我國地方政府行銷活動一覽表(2003 年) 

地區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台北 9/27-28 2003 年台北市原住民文化祭「兩岸  南島  

民族情」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 

 3/29-10/18 健康活力運動台北 台北市各區公所 

 7/16-8/23 2003 台北兒童藝術節 台北市政府 

 9/20 2003「南港產業文化節『八月桂花茶飄香』」 台北市民政局、南港區

公所 

 9/17-9/27 關渡國際機場看冬侯鳥的起起落落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9/6 台北市包種茶製造技術比賽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8/1-9/14 台灣美食節  2003「台北打牙祭」 台北市政府 

 9/26-10/31 2003 關渡國際賞鳥博覽會 台北市野鳥學會 

交通部觀光局 

 11/1-30 行行三線路—台北古城之旅 台北探索館 

 10/10-93

年 4/30 

2003 湯花戀：台北溫泉季、士林官邸菊展、

台北花卉展、陽明山花季及竹子湖海芋季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台

北市北投區溫泉發展

協會、台北市北投區農

會             

 10/4-10/19 花想—2003 關渡花卉藝術節 交通部觀光局 

 7/4-8/10 國際海洋音樂季 台北縣政府 

 8/16 金山甘藷節 台北縣政府 

 8/9-24 台北縣三峽蘭染節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8/30-31、

9/6-7 

與北關有約金山獅頭山生態知性導覽活動 北關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8/23-9/11 2003 夏日河堤季 台北縣政府 

 9/20-21、

27/28 

紅樹林生態之旅 農委會林務局 

 9/20 起 石碇美人茶節暨石碇茶香饗宴 石碇鄉公所 

 9/27-9/28 2003 年台北縣石門國際風箏節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桃園 6/15-8/24 2003 桃園縣復興鄉拉拉山水蜜桃觀光季 桃園縣政府 

 6/28-9/28 2003 桃園蓮花季 桃園縣政府 

 10/18-26 2003 桃園溼地賞鳥節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 10/18-26 第一屆國際米粉貢丸節 新竹市政府 

 11 月底 2003 新竹市國際玻璃藝術節 新竹市政府 

 11/13 新竹縣白魚節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10/31-11/1 新竹縣第四屆烏魚節 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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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1-2  

 11/22 湖口水芋文化節 新竹縣政府 

苗栗 3/22-4/27 2003 苗栗國際假面藝術節 苗栗縣政府 

 7/12-8/12 2003 卓蘭水果觀光季 卓蘭鎮公所及農會 

 10/18-19 2003 南庄山水節 苗栗縣政府 

 10/8-12/31 大湖草莓文化季 苗栗縣政府 

台中 9/21-11/2 2003 中縣兩馬觀光季 交通部觀光局 

 9/27 稻米文化節 台中市政府 

 9/6-27 彩繪城市藝術節 台中市政府 

 8/17-31 太陽餅節 啤酒節巴西嘉年華會（七月底有太

陽餅節活動） 

台中市政府 

 8/29-9/2 第十二屆台中國際美食展 台中世貿中心 

 11/15-16 九十二年度甘藷文化節 台中市政府 

 10/25-11/1

6 

阿薩姆紅茶文化季 魚池鄉公所及代表會 

彰化 10/25-11/1

6 

2003 台灣客家文化藝術節（遍佈全國十六個

縣市，彰化首先登場） 

各縣市政府主辦 

客委會等單位指導 

 9/21 2003 年國際無車日 彰化縣政府 

 9/25 2004 花卉博覽會 彰化縣政府 

 9/17 彰化建縣 280 週年系列活動 認識古蹟日 主辦單位文建會 

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南投 9/20 南投竹山蜜香茶發表暨品嚐會 南投縣政府 

 明年

4/3-5/2 

2004 南投國際花卉藝術節 南投縣政府 

 8/30 「鳳凰展翅 梨惠名間」鳳梨觀光活動 名間鄉公所 

 9/1 中寮鄉第二屆龍眼季 中寮鄉公所、中寮鄉觀

光產業促 

進會與龍眼林福利協

會等單位 

 9/7 2003 日月潭萬人泳渡活動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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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2 
  9/5-28 國際水上花火節 南投縣政府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3-12/13 2003 全國「霧社文化季」 南投縣政府 

仁愛鄉公所 

仁愛鄉民代表會 

雲林 10/6-11/2 2003 年台灣咖啡節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9/28 「我愛他里霧」系列活動之四 

「馬鈴薯、胡蘿蔔、烏殼綠」養生健行餐會暨

農特產品展售會 

斗南鎮公所 

斗南鎮民代表會 

 8/30 九十二年大斗六文旦嘉年華會暨雲林溪第三

屆柚香美食節活動 

雲林縣政府 

經濟部商業司 

斗六市公所及雲林溪

攤販集中區自治會 

嘉義 10/14-12/1

6 

大阿里山高山茶茶餐饗宴系列活動 阿管處 

嘉義縣政府 

台南 7/25-8/4 2003 府城七夕國際藝術節 台南市政府 

 9/20 2003 文化產業年「認識古蹟日」系列活動 台南市政府 

 9/13 深秋美食大賞台灣商圈美食秀 主辦：經濟部商業司 

協辦：台南市政府、安

平形象商圈 

 

 

9/27-28 南方花展列車「花現府城心心向榮」花藝展（南

方花展列車由農委會、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

心及南部八縣市共同推動） 

台南市政府 

 9/27-10/5 2003 年台南市孔廟文化節 台南市政府 

 2/1-25 台南鹽水蜂炮民俗活動 台南縣鹽水鎮 

 6/21-8/31 2003 白河蓮花節 台南縣政府 

 8/30 開始 「台灣第一魚—麻虱目」2003 台南縣虱目魚

產業文化節 

台南縣政府 

 11/16 2003 世界盃超級馬拉松賽活動 台南縣政府 

 9/19 2003 啤酒嘉年華—南瀛國際啤酒節 台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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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1-2  

 10、11 月 台南縣西拉雅部落夜祭 聯合記者會由台南縣

政府主辦（九月） 

 11/8-23 烏山頭之愛—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 台南縣政府 

高雄 8/30-9/7 2003 第四屆甲仙芋筍節 交通部觀光局 

 11/15 2003 旗津海灘紀 高雄市政府 

屏東 元月 2003 墾丁風鈴季 屏東縣政府 

 5/10-6/29 2003 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 屏東縣政府 

 8/1-31 2003 大鵬灣海洋運動嘉年華 屏東縣政府 

 10/25-11/1

6 

埔鹽鄉糯米文化藝術季活動 屏東縣政府 

 9/8-10/31 2003 墾丁候鳥季 交通部觀光局 

 九月底 2003 恆春半島藝術季 屏東縣政府 

 10/25-11/1

6 

2003 台灣客家文化藝術節之「屏東平原客家

文化之旅」【大型客家民俗嘉年華會】 

屏東縣政府 

 10/12-11/1

2 

屏東王船祭 屏東縣政府 

澎湖 7/26-8/10 2003 菊島海鮮節 澎湖縣政府 

 9/26-11/30 菊島「懷舊的歲月—常民生活文物展」 澎湖縣政府 

 9/30-10/5 2003 台灣可樂娜風帆之王帆船賽 交通部觀光局 

金門 1025- 2003 年金門健康路跑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12/5-12/26 2003 金門鸕鶿季 金門縣政府 

宜蘭 3/15-5/11 2003 宜蘭綠色博覽會 宜蘭縣政府 

 7/26 蘇澳冷泉潑水節 蘇澳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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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1-2  

 8/22-8-30 2003 宜蘭國際兒童電影節 宜蘭縣政府 

 9/13-9/14 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 宜蘭縣政府 

 9/24 鯖（魚參）美食發表及風味餐評選（為年底的

鯖（魚參）節活動暖身） 

宜蘭縣政府農業局 

花蓮 3/29-4/6 花蓮縣「筍之頌、糖之華」全國性系列活動  花蓮縣政府 

 4/12 開鑼 情定布洛灣，布洛灣野百合花季活動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 

 8/15-24 2003 花蓮國際原住民漂流木創作營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

政局 

 10/18 La New 2003「用腳愛台灣 觀光大花蓮」健走

活動 

花蓮縣政府 

 10/1-31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 交通部觀光局 

 11/1-11/30 台灣夢土 花蓮觀光月 花蓮縣政府 

 11/15 2003 太魯閣峽谷音樂會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 

 11/22 2003 太魯閣國際馬拉松賽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 

台東 1/25-2/28 2003 台東元宵民俗嘉年華會 台東市公所等單位 

 5/28-6/30 2003 綠島飛鳥季展 台東縣綠島鄉公所 

 7/13-8/11 2003 陽光勇士馬卡巴嗨原住民文化觀光季 台東市公所等單位 

 7/19-8/16 2003 台東仲夏花火節 台東市公所等單位 

 8/16-24 2003 花東縱谷鹿野飛行傘系列活動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

谷管理處 

台東縣政府、鹿野鄉公

所 

 9/14 瑪洛阿瀧阿美文化節 東河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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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1-2  

 八月到九

月 

2003「活動砂城、媚力台東」假日嗆聲廣場（台

東高中之夜、池上福原社區之夜、關山工商之

夜） 

台東縣政府 

  第二屆都蘭山藝術節 台東縣政府 

 11/1-30 2003 東海岸旗魚季 台東縣政府 

其他 4/26-5/3 2003 客家桐花祭（地區：遍及北部客家縣市：

待查證） 

行政院客委會 

 10/25-11/1

6 

2003 台灣客家文化藝術節（遍佈全國十六個

縣市） 

各縣市政府主辦 

客委會等單位指導 

資料來源：整理自「我的 e 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www.gov.tw）」 
 

從上述地方政府舉辦各式的行銷活動，可以反映出以下兩項事實： 
第一、面臨全球化的競爭之下，各地方政府莫不亟力突顯自己的特色，吸引人潮，重視

地方經濟活動，呈現出「在地全球化，全球在地化」的效應2。 
第二、針對各縣市政府優勢特色所發展出來的事件行銷已蔚為一股風潮，並成為縣市政

府間相互產生政策學習的最佳說明。 
    因此，面對全球化經濟的挑戰，我國地方首長除了需要學習先進國家城市，一方面

開拓國外經貿市場，同時也開創地方經濟利基，以旺盛的企圖心求地方經濟發展之外，

也要有一個新的體認：那就是城市間的競爭不只存在於同一政治體系內，甚至國際區域

間的競爭亦為亟須重視的事實，尤其是中國大陸各臨海城市發展策略對我國大型企業界

的吸引力更不容小覷3。 
所以學者林博文(2002)認為，許多影響到地方政府或城市績效的因素是來自國家或

超國家間的經濟趨勢，就是所謂「由上而下」的影響；儘管城市能控制許多政策面向，

但一個城市並不能獨立影響到上述變項。他並引述日裔美籍學者大前研一的論點(2002)
指出，以台灣與日本身處中國這塊資本主義最後的處女地而言，執著於中國威脅論的看

法，將無法看到中國的全貌。中國這個巨大的國家，在政治上雖然還是北京中央集權，

但在經濟上的權限已經下放地方，統治結構實質上成為聯邦制。經濟上達成自立的是與

韓國比臨的「東北三省」、科技知識研發的「北京、天津迴廊」、農業提供日本的「山東

                                                 
2 所謂「在地全球化，全球在地化」係指，各地區或城市在發展過程要有全球化的國際觀，不僅與同一政

治體系的地區競爭，更要與國際城市競爭；而在與國際城市競爭的同時，各地區或城市亦須發展出自

己的特色與定位，以免喪失競爭優勢。 
3 本文曾針對台塑集團王永慶先生 2003 年 9 月率該集團高級幹部參訪大陸寧波欲建石化工廠，寧波市政

府給予「高規格」待遇乙案，於 2003.10.3 訪談對大陸台商產業動態有長期觀察，並屢在各電視台受訪

的 B1，訪談中 B1 提出目前大陸對台商的策略是「三大效應，即羊群效應、葡萄串效應、龍頭效應」，

以及所謂「一條龍的策略定位，即滬杭三角洲為龍頭、長江為龍身、武漢為心臟、重慶為龍尾、浦東

為龍珠」，清楚且富縱深的策略定位；相較之下，真值得我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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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以上海為輻射發展全球運籌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台灣廈門相接的「福建經

濟區」，以及目前台商、港商產業雲集的「珠江三角洲」，這些地區各有特色，一路發展

獨立性很高，與其說是一個地區，不如說是一個國家更能掌握全貌，相對地對台灣或其

他東亞地區的國家發展，其「磁吸效應」不容忽視。最後，他結論地認為，地區系統的

經濟分配效率與組織出其他城市與本城市在國內的交易（即策略性地形成互補的夥伴或

聯盟），相對地顯得更為重要。 
而前述見解正與蕭元哲教授的觀點相互一致，他認為，城市的發展在自由化與民主

化的催化下，亦已逐漸擺脫國家的束縛走向更獨立與自主的發展格局，由依賴中央的補

助發展轉向自給自足的生存競爭，地區該如何從環伺的競爭對手中，營造具有城市特色

的發展環境，尋求在發展條件上具有互補特質的工作夥伴，成為城市迎向 21 世紀全球

化不可或缺的要件（蕭元哲，2001：3-12） 
 
    總之，本文歸納現今城市治理的成敗實繫於以下幾個關鍵： 
 第一、城市政府領導人或管理者能否辨識出城市在各種政策網絡中的戰略位置。   
   例如，高雄在亞太地區能否成為一個海運中心，必須考慮同一區域內，香 
   港、新加坡、上海、廈門等其他城市的條件；同樣地，台北市若想成為亞 
   太的金融中心，就必須思考與東京、北京與上海等其他城市的條件。而這 
   正是全球化後所引發的「在地全球化，全球在地化」效應。 
第二、城市領導人和管理者能否為城市找出清楚定位。 
   全球城市競爭地位的營造，首在城市優勢發展定位的尋求，台灣城市的發 
   展特色是什麼，那些是城市無可取代的有利競爭條件，如何營造城市競爭 
   優勢以面對全球競爭，值得深入探討。例如台北是台灣首要都會，將成為 
      多數新興產業的孵育器(incubator)。加上台北具有台灣的中樞機能，如果 
   台北的城市功能不能升級成為亞太國際級的城市，就無法支援台灣發展為 
   全球運籌中心。只有中心城市發揮功能，才能帶動週邊區域的發展。因此， 
   配合全球運籌中心的構想，台北市必須具備國際經濟中樞所需的相關機 
   能。台北市必須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商務、人力、技術、通信、資訊、 
   研發的中心，才能支援其他地區發揮海運、空運、製造的中心功能（施鴻 
   志，2002:326）。 
   特別在城市的發展在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催化下，已逐步擺脫國家的束縛走 
   向某種程度獨立與自主的發展格局，由依賴中央補助款發展轉向自給自足 
   的生存競爭，城市該如何從環伺的競爭對手中，營造具有城市特色的發展  
   環境，並尋求在發展條件上具有互補特質的工作夥伴，成為城市走向 2１ 
   世紀全球化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三、有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保存原有優勢，結合治理網絡中的各類資源，強 
   化城市的競爭優勢。 
   學者 Stone 以社會複雜性為思考點所提出的「都市政權理論」(urban regime  
   theory)，Stone 指出都市政治學就傳統的分析模式，不管是多元論或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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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理論，都是一種「社會控制模式」(social-control model)，他則提出一種 
   新的嘗試，即「社會生產模式」(social-production model)，針對的基本問 
   題是：在有限與分散的權威之現實條件下，行為者之間如何跨越制度界 
   線，進行合作協調，以產出「治理能力」，並實現具有公共意義的政策結 
   果(Stone,1989:8-9)。 
   他並指出，政府的正式權威事實上是有限的，絕大多數實質的社會資源係 
   掌握在私部門手中，特別是在地方層次，由於資源的分配程序與活動被私 
   部門所主導，地方國家官員的公共權力相形之下更為有限。換句話說，假 
   如治理政權(governing regime)想要在供給例行服務之外，承擔更多公共職 
   能，就必須有能力同時動員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行為者(Stone,1989:219)。 
第四、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發揮影響力。 

 具體.的做法包括積極擴展城市外交、參與各類非政府組織活動(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以及進行具有創意的城市行銷，突顯城 
  市的形象與活力。 
因此，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以行銷研究的途徑，探討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區域的

地方政府4）如何在面對區域經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競爭態勢下，為防止人口外流，招

商引資，振興經濟，充裕地方稅收來源，應有的策略性規劃與做法。 
 

貳、以台北市為城市行銷研究主軸的理由說明 
    
    在 1970 年代之後，城市的角色已逐漸轉變。在古希臘時期，城市是國際政治的主

要單位(city-state)，它是扮演主要的社會、政治、經濟及外交的角色；然而，隨著羅馬

帝國的建立及民族國家的興起，國家(state)已逐漸取代城市，成為主要的政治、經濟及

外交單位，城市則成為一個受制於人口、空間的區位概念。這種現象直到 1970 年代，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城市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高，城市的角色的轉變也逐

漸引起學界的重視，Castells(1972)和 Harvey(1973)將城市的形成置於工業及資本主義的

歷史系絡中，重新將城市與世界體系連結（黃東益，2001 ：10-3）。隨後有許多學者包

括 Browning & Roberts(1980)、Cohen(1981)、Portes & Walton(1981)、Friedmann & 
Wolff(1982) 、 Walton(1982) 、 Soja,Morale &Wolff(1983) 、 Ross & Trachte(1983) 、

Thrift(1984)、Hill & Feagin(1984)、Glikman(1984)、Sassen-Koob(1986)等從事相關研究，

探討國際城市的形成過程，以及與全球經濟發展的互動，這些文獻從宏觀的角度重新發

掘城市在國際政經體系的重要性，觸發更多學者對城市角色的討論( Friedmann,1986:80)。 
    在這些學者中，對城市研究最具影響力的 Friedmann(1986)植基於 1970 年代末及

1980 年代初期的研究成果，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觀點，提出世界城市的假設(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一文，該文中提出世界城市有七項相互關聯的命題，包括： 
                                                 
4 地方政府可區分為城市型及鄉鎮型等兩者，惟學者 Porter 認為城市競爭力亦可延伸為國家競爭力，並說

明「在國際上許多產業的成功競爭者，通常都是整個產業的叢集，它們通常是座落於一個國家之內某

個單一城鎮或區域」(Porter,1995)；此外，義守大學於 2001.12.14 召開之「城市外交與全球治理研討會」，

與會發表之 13 篇論文，對城市與地方政府均未做嚴格區分，甚至均等同論述，以顯現全球化競爭態勢

下的動態性（詳見該次研討會論文）。爰此，本文之論述亦未區分，並以城市型地方政府為論述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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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城市與世界經濟體整合的形式與程度，以及它在新空間分工體系中 
  被指派的功能，對於該城市結構的改變將具決定性的影響； 

  2. 遍及全球的主要城市將被全球資本應用為基地點(basing points)，成為生 
    產與市場空間上的組織與連結。結果使得世界城市成為一個複雜的空間 
    層級體系； 

3. 世界城市在生產及人員雇用方面成為關鍵的控制點； 
4. 世界城市是國際資本集中和累積之處； 
5. 世界城市是大量國內與國際移民的目的地； 
6. 世界城市的形成將造成空間與階級的極化對立(polarization)（南北國家 

的區分）； 
7. 世界城市亦將造成社會成本的提高（與大量的人口移入有關）。 
此外，在第二項命題上，Friedmann 根據城市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程度，提出選擇世

界城市的七項標準，包括： 
1. 國際金融中心所在； 
2. 跨國總部（地區總部）所在地； 
3. 國際組織的執行辦公處所所在地； 
4. 具有快速成長的商業服務部門； 
5. 製造業重心的重鎮； 
6. 主要的交通運輸點； 
7. 人口規模至少在一百萬以上。 
總之，Friedmann 上述七項標準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進行劃分，甚至他更進一步將

世界城市區分核心主要城市、核心次要城市、半邊陲核心城市、半邊陲次要城市等，

而這些城市並形成不同的空間層級體系(a spital hierarchy)： 
1. 核心主要城市：包括歐洲的倫敦、巴黎、鹿特丹、法蘭克福、蘇黎世， 
   美國的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及亞洲的東京。 
2. 核心次要城市：包括歐洲的布魯塞爾、米蘭、維也納、馬德里，加拿大 
  的多倫多，美國的邁阿密、休士頓、舊金山，及澳洲的雪梨。 
3. 半邊陲核心城市：包括巴西的聖保羅，及亞洲的新加坡。 
4. 半邊陲次要國家：包括南非的約翰尼斯堡，中南美洲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卡拉卡斯(Caracas)、墨西哥，亞洲的香港、 
  台北、馬尼拉、曼谷、漢城等5。 

  此外，學者 Knox(1991)以下列五項指標來衡量城市是否向全球都市的地位 
邁進： 

1. 外國銀行在該市的數目； 

                                                 
5 如以 Friedmann 的標準，中國大陸的上海也應列入世界城市之林，惟依 Friedmann 的說法，由於中國低

度地與世界市場經濟體整合(weakl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market economy)之故，並未列入；此外，高

雄市自 1992 年以來，在中山大學汪明生教授的努力下，亦展開一系列的行銷高雄的論文與研究計畫，

希望將高雄成功擠進世界城市之林（請詳見第二章『相關理論及分析架構之建立』之【我國地區(城市)
行銷的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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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國航空公司飛往該都市的數目； 
3. 跨國公司以該市為區域經營中心的數目； 
4. 國際組織將總部或秘書處設於該市的數目； 
5. 外國觀光客每年到該市旅遊之數目。 
以上述五項指標為基準，他將全球都市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支配性的全 

球都市、主要的全球都市、及次級的全球都市等三類，如表 1-3 所示。 
表 1-3  Knox(1991)的國際性都市排名 

年度 

都市層級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88 年 

支配性 

全球都市 

(1-5 名) 

倫敦 

紐約 

巴黎 

東京 

羅馬 

倫敦 

紐約 

巴黎 

東京 

法蘭克福 

紐約 

倫敦 

東京 

巴黎 

洛杉磯 

倫敦 

紐約 

東京 

巴黎 

洛杉磯 

主要的 

全球都市 

(6-15 名) 

墨西哥市 

洛杉磯 

法蘭克福 

米蘭 

芝加哥 

舊金山 

阿姆斯特丹 

香港 

布魯塞爾 

布宜諾斯艾利斯 

米蘭 

蘇黎世 

洛杉磯 

米蘭 

墨西哥市 

羅馬 

舊金山 

布魯塞爾 

芝加哥 

布宜諾斯艾利斯

蘇黎世 

蒙特婁 

大阪 

法蘭克福 

馬德里 

羅馬 

芝加哥 

香港 

多倫多 

米蘭 

新加坡 

舊金山 

漢城 

法蘭克福 

漢城 

香港 

多倫多 

芝加哥 

馬德里 

蘇黎世 

阿姆斯特丹 

新加坡 

米蘭 

次級的 

全球都市 

(16-35 名) 

蒙特婁 

馬德里 

多倫多 

台北市(35 名) 

阿姆斯特丹 

多倫多 

馬德里 

台北市(35 名) 

大阪 

阿姆斯特丹 

蘇黎世 

台北市(30 名) 

布魯塞爾 

舊金山 

羅馬 

台北市(25 名) 

資料來源：轉引自施鴻志(2002)，地區發展管理：323。 
 
    再者，日本學者平本一雄(1995)將全球都市細分為五種類型，如表 1-4 所示： 
  第一級全球都市：為全球金融、政治、文化重心都心； 
  第二級國際都市：為世界經濟、政治的次中心或國際組織的所在地； 
  第三級國家都市：為國家首府或區域政經中心； 
  第四級地方都市。 
  第五級轉運中心和專業中心：橫跨第一、二、三級都市且影響範圍較大的都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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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平本一雄(1995)之五種全球都市類型 
國際城市層級 代表性都市 

全球都市 紐約、華盛頓、倫敦、巴黎、東京、北京等 
國際都市 洛杉磯、芝加哥、法蘭克福、布魯塞爾、莫斯

科 
國家都市 漢城、台北、上海、大阪、馬尼拉、雪梨、曼

谷、墨西哥市、達拉斯、亞特蘭大、多倫多、

馬德里、柏林、及斯德哥爾摩等 
地方都市 福岡、札幌 
轉運中心 
專業中心 

阿姆斯特丹、香港、新加坡； 
好萊塢、波特蘭、廣島等 

資料來源：轉引自施鴻志(2002)，地區發展管理：323。 
 
    從上述學者對世界都市型態的不同界定，反映出國際城市的形成是來自全球各都市

間的網絡連結(networking)及整合，以導致城際間競爭的動態過程；國際城市並不全然是

屬於大都市，都市規模只可說是國際城市劃分的一種類型，其他如產業發展、歷史文化

等特色，也是國際城市形成的要素，如米蘭─時裝業、法國坎城─世界影展中心等。 
    甚至上述關於世界城市的界定與論述，反映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過去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行為，已經逐漸發展成為與城市直接的互動和連結，有條件與有

潛力的城市已崁入世界經濟體系與產業網絡中，成為重要的節點(node)。早期強調國家

總體經濟發展的取向，在全球化、科技與資訊進步的今天，伴隨地方自主意識的提升，

國家對總體經濟的調控能力和地方經濟發展的直接介入，影響力已大為降低，地方經濟

自主發展已經成為城市爭取資源和對人民負責的表徵，不僅過去威權或國家為主的發展

導向漸受各種社會力量的挑戰，地方層級的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等等的發展與管理，

也為我國政府行政單位所必須重視的方向6（蕭元哲，2001：3-11；林鍾沂，2001：610-611）。 
   

雖然全球化對地方發展的影響過程與結果並不完全相同，例如對台北市與屏東縣就

不同，然而本文認為城市的高度發展正如 Friedmann 的第五項命題一般，將可創造更多

的就業機會，達到招商引資，以及吸引鄉鎮型地方人口移入的機會，這是「財政外部性」

(fiscal externalities) 的 必 然 結 果 ， 而 且 也 是 城 市 、 鄉 鎮 不 同 且 適 當 的 分 工 配 置

(arrangement)；況且過去這種以西方世界中心主義的城市系統研究，均集中在世界超大

型城市（如倫敦、紐約、東京等）的功能結構依賴關係的探討上，忽略了像台灣這種新

興工業國家之跨國經濟與城際網絡的動態影響分析（蕭元哲，2001：3-9）。 
基於上述的論述，本文嘗試以城市行銷途徑研究填補這個縫隙，尤其台北市正位在

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節點之上（不管是 Friedmann、Knox、或平本一雄的分類），爰

此，本文選定台北市（既為世界城市又為城市型地方政府）為論述之標的(target)；此外，

前述 Friedmann 的第六、七項命題與世界城市的形成恐有反效果之虞，但卻可提供給台

北市未來進行行銷策略定位與規劃的一項反思。 
                                                 
6 為促進城市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合理發展，進而健全地方的經濟，適度的國家介入與必要的扶植城市自

主能的提升，應朝向一個「制度環境的治理」(institutional governance)的方向，即藉由和諧的政治、經

濟、社會與文化政策的運作，城市（地方）與國家間建構出合理完整的分工網路制度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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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以城市為研究主軸，乃因於（張翰璧、蕭新煌，2001：2-8,9）： 
第一、城市是全球化現象（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的展示場，與其 

 他城市有相等的對話空間 
  每個城市的發展均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對社會資源的運用也有其特殊的方式，城

市的特性就是各種社會現象的集體展現。在全球化過程中，城市的多元化發展使得世界

體系論(theory of world system)以功能區分的城市層級分析必須重新反省，除了經濟層面

（跨國企業總部的多寡）外，還有社會（跨國組織總部、社會抗議事件的發生）與文化

（文化思潮的帶領者、大眾文化的流行中心）的功能必須納入考慮(Knox,1995:9)。城市

在不同的空間區域也有不同的定位，例如義大利的米蘭在全球是文化的先驅者，但在地

中海區域卻有很強的金融功能。透過與不同層次的對象對話，城市會建構出不同的特質

和功能，進而打破層級化(hierarchy)的架構，變成多面向的連結。 
第二、城市不同於國家，行動的基礎可以超脫政治議題 
  民族國家建立以後，都是從國家的觀點來建構城市的面貌，現今由於全球化所開拓

的行動空間，使得現在有可能從社區和城市來型塑國家的全貌。全球化所產生的複式權

力架構，城市更超越政治層面的象徵意義，在更廣泛的洲際或全球社區扮演領導者角

色，透過城市的交流，豐富本身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穿透所謂「政治樊離」的限制，進

而為區域和全球的發展提供新的願景。例如台北市在 1999 年 7 月李前總統發表兩國論

後，所造成中台兩國的緊張對峙之下，成功地以城市名義，分別於 2000.1.及 2001.2.11
與香港進行兩次的「雙城論壇」，建立起國家之外交流溝通的正式網絡機制（黃東益，

2001）。 
第三、城市間可達成區域發展的共同願景，形塑全球的競爭力 
  除了穿透國際政治的界線、連結全球與地方的發展之外，城市作為競爭力展現的場

域，還可以進而建立區域的共同願景，在區域城市間相互的截長補短，提升區域的競爭

力，以區域城市的力量重新改寫「核心—邊陲」的發展理論。例如台北、上海和香港可

以建立旣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建立經濟亞洲的區域願景。 
 
    復次，天下雜誌.參考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portant Management Department,IMD)的
「世界競爭力報告」，及各專家學者所研究出的城鎮競爭力指標，以四大面向：經濟競

爭、政府效能、生活品質與社會活力等，於 2003.8.1 公佈台灣地區二十五縣市競爭力排

行榜，綜合四大項目後所得到的總分，台灣地區二十五個縣市目前最有競爭力的前五名

縣市，依序為：台北市、新竹縣、台中市、新竹市、桃園縣等（如表 1-5 所示）而且透

過這項比較研究，可以了解到以下重點（天下雜誌，2003：146-147）： 
  (一)地方是否足以吸引新興或外來投資？足以吸引更優秀的專業人才移民？ 
  (二)協助地方了解自己有哪些強項與弱項？可以跟別的地方政府學習到什 
   麼？ 
  (三)當地居民是否以居住在當地為榮為傲？因為居民就是地方政府直接的顧    
      客、了解顧客滿意度，也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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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各縣市競爭力調查就是一次顧客滿意度的調查，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台北

市在我國各縣市政府競爭力的代表性，同時這也是本文選擇台北市為個案研究最主要的

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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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03 年台灣地區縣市競爭力總排行 

單位：% 

排名 縣市 總分 
經濟競爭

平均總分

政府效能

平均總分

生活品質

平均總分

社會活力與 
潛力平均總分 

1 台北市 11.95 3.36 2.79 2.44 3.37 
2 新竹縣 10.46 2.68 2.86 2.63 2.30 
3 台中市 10.41 2.79 2.43 2.40 2.80 
4 新竹市 10.25 3.04 2.86 2.13 2.23 
5 桃園縣 9.75 2.82 2.57 2.13 2.23 
6 台北縣 9.71 2.79 2.43 2.13 2.37 
7 澎湖縣 9.70 1.36 3.14 2.93 2.27 
8 苗栗縣 9.69 2.36 3.00 2.44 1.90 
9 花蓮縣 9.58 2.14 2.50 2.88 2.07 
10 宜蘭縣 9.50 2.14 2.57 2.75 2.03 
11 台中縣 9.49 2.07 2.79 2.50 2.13 
12 金門縣 9.47 1.71 2.79 2.50 2.47 
13 台南市 9.24 2.21 2.64 2.19 2.20 
14 屏東縣 8.95 1.79 2.57 2.63 1.97 
15 台南縣 9.89 1.93 2.43 2.44 2.10 
16 高雄市 8.89 2.57 2.14 1.81 2.37 
17 台東縣 8.86 1.57 2.64 2.75 1.90 
18 彰化縣 8.72 1.86 2.71 2.25 1.90 
19 南投縣 8.56 1.93 2.36 2.38 1.90 
20 嘉義市 8.55 2.00 2.07 2.31 2.17 
21 高雄縣 8.31 1.93 2.43 2.19 1.77 
22 嘉義縣 8.30 1.64 2.64 2.25 1.77 
23 雲林縣 8.20 1.93 2.57 2.06 1.63 
24 基隆市 8.17 1.79 2.71 1.94 1.73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03.8.1「地方競爭力崛起：競爭力排行榜」，P.139. 
 

    最後，2001 年 3 月第一期的美國新聞週刊以「新台北的誕生」為題，報導台北市從

過去十年的蛻變，已經創造出一個乾淨、綠色的城市，報導中特別強調，這種結果就是

小市民當家，不斷催生的結果（中國時報，2001.3.6.，17 版）。其實，台北市的蛻變引

起國際媒體的注意，乃是城市行銷的綜合表現，動力就是「小市民當家」，市政府推動

配合市民積極參與的結果；但台北市的城市行銷過程如何？能否形成行銷策略？似乎還

缺乏專論研究。 
  由台北市的行銷案例推演，當然還有其他縣市個案值得研究，例如台北市縣合作，

結合兩地的經濟、旅遊優勢共同推動城市行銷的可行性；以高雄市、基隆市的海港形象，



22 

如何推動城市行銷；城市行銷的比較研究等等議題的探討，都有賴產官學界共同努力（諸

葛俊，2001：21）。 
 
    綜上所述，基於台北市在世界城市的定位與列名、城市推動可超越政治議題的重要

性、縣市政府競爭力中台北市的排行，以及對台北市行銷過程缺乏專論研究等四大緣

由，本文選定台灣地區的首善之區及代表性城市—『台北市』為個案研究的標的。 
 
參、內湖科技園區─台北市政府的今日之星 
   
    管理雜誌 2000 年 10 月號曾以「科技產業加速兩岸新競賽」為題，針對兩岸科技產

業進行系列分析與報導，其中在一篇對當時國科會主委翁政義的專訪中，翁主委敘述：

「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發展得極為成功，我們的企業到國外去開會，有些人不知道台灣，

但是卻知道竹科」（管理雜誌，2000:52）。的確，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使人一想到高科

技產業，就直接聯想到「竹科」，一想到竹科就聯想到「高科技產業」，這是竹科的形象

已深入一般人的心中，甚至如前敘述已成為「台灣的代名詞」。 
 然而在 2000.6.24.中國國務院發佈第十八號文件，鼓勵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大

幅調低軟體公司與積體電路公司稅捐的政策後，全中國大陸各主要省市即積極模仿複製

新竹科學園區，廣設科學園區，並呈現出以下三項特色： 
一、中央與地方分頭並進，多形成園區多元化兵團，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北京中關村

園區，即涵蓋了海定區、豐台園、昌平園、電子城科技園、亦庄科技園等五個

衛星園區；又如，另一極具代表性者就是上海的浦東新區，即涵蓋了陸家嘴金

融貿易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及張江高科技園區等四個衛星園區。 
二、各地園區的優惠政策花樣百出，土地、廠房與人力成本均相當低廉； 
三、各地園區的招商競爭白熱化，反映大陸官民上下一心發展全民經濟運動。 
所以，國科會翁前主委才會表示：「不僅大陸中央如此，地方更是積極爭取 

『以技術發展經濟』的機會，希望藉由寬廣的土地及各種優惠措施，吸引高科技業進駐，

繼之前的『三免三減半』，即投資獲利前三年免所得稅，後三年減半繳收等投資優惠外，

最近由於競爭趨於白熱化，許多園區甚至提出『五免五減半』，至『零地價』等措施，

吸引不少台商『登陸』」（管理雜誌，2000:51），換言之，由新竹科學園區所產生的高經

濟價值與產業技術提升的效應，在大陸中央的支持，各地方為活絡地方經濟前提極力爭

取之下，已成為一股趨勢，甚至被稱為「吸金黑洞或印鈔機」（管理雜誌，2000:56）。 
  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積極發展形形色色的科學園區，以活絡經濟及提昇產業技術的努

力，台灣又如何做呢？據新竹科學園區園區簡介(http://www.sipa.gov.tw)的說明，我國中

央政府繼新竹科學園區之後，為擴大科學園區的腹地，並積極規劃推動新竹科學區竹南

基地、銅鑼、篤行基地，以及南部科學園區與路竹基地、中部科學園區，目前均按步就

班，穩定發展。藉著北、中、南部科學園區及其周邊衛星基地的開發，盼能逐步擴散產

業科技於台灣全島。甚至，又將在台灣島的東部宜蘭核定為東部科學園區的開發計畫，

國科會主委魏哲和並表示：「這項開發計畫是政府首度將科學工業園區從西部走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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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台灣，象徵台灣科技島建設即將跨越中央山脈的地理障礙」（中國時報，2004.4.26.，
B1 版）。簡言之，在中央政府規劃主導下，全台灣地區將規劃推動北、中、南、東四大

地理區位的科學園區。 
  經事實證明新竹科學園區的高產值與帶動地方就業的情形，因此當中央政府為促進

台灣經濟發展與提升產業技術，擘劃四大地理區位科學園區的同時，各地方政府無不積

極爭取這隻「金雞母」的分身能座落該管轄區內；惟此時隸屬於台北市政府的「內湖科

技園區」正悄然發展，台北市政府主計處並於 2003 年 6 月首次發布「內湖科技園區產

業調查報告」，確認內湖科技園區內產業的年度產值高達新台幣 7,691 億元，超越新竹科

學園區7。甚至 2004 年 6 月發布第二次產業調查報告，內湖科技園區全年營收高達新台

幣 11,666 億元，2005 年 5 月底公佈的數字更高達新台幣 15,120 億元。 
  1985 年經台北市政府都市計劃細部計畫公告原名為「內湖輕工業區」（又稱內湖第

六期重劃區），後於 2002.7.26.更改為現在名稱的內湖科技園區，由於它是台北市既有規

劃的工業區，因此現任台北市長馬英九稱其為「今日之星」（2001.4.30.市長第一次與園

區廠商座談紀錄）。 
    當我們將目光置於國家級的新竹科學園區，以及其他縣市政府爭取中部、南部與東

部科學園區設立於該縣市管轄區域內，以帶動區域內就業機會與經濟發展的同時，這個

隸屬於台北市政府的內湖科技園區如何發展？如何產生產業聚落，發揮高產值的功能？

如何創造超越新竹科學園區的產值？更最重要的是，台北市政府對此一號稱「金雞母」

的園區有何策略性作為？凡此均引導筆者對此課題的重視，與深入剖析的強烈企圖心。 
  
  綜合而言，本節的論述首先說明地方政府間競爭已趨激烈，甚至已被學者形容為地

區大戰，為活絡與發展地方經濟，各地方政府亦以各種方式對外進行行銷；再者，則是

從全球化與全球都市出發，說明為何以台北市政府為論文標的之理由；最後，本文既已

選定台北市政府為標的，則就台北市眾多行銷標的(marketing target)中，選擇以經濟發展

而言，目前台北市政府的今日之星─內湖科技園區為個案分析。總之，本文是以層次的

方式論述本節的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般的方法論學者將研究目的分為探究性、描述性及解釋性三大類。而根據學者

Earl Babie(1986)的說明：所謂探索性研究是對一個新的研究主題做初探性的嘗試。而所

謂「新」的研究主題可能市由於研究者本身對題目的初次接觸；但也可能研究題目本身

就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沒有任何先期研究可供參考。描述性研究即是研究者將所觀

                                                 
7新竹科學園區截至 2002 年 12 月底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年總營業額為新台幣 7,055 億元，詳細相關概況，

請參閱新竹科學園區網站(http://www.si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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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情況及事件敘述出來，例如對於環保署實施購物禁用塑膠袋政策狀況及發展的描

述，均屬此類研究。解釋性研究則在說明事件或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其因果關係。 
    雖然這三種研究目的的分類只是程度上的劃分，但相對於本文主要在研究台北市政

府的行銷策略，並以內湖科技園區為具體個案的分析，因此，本文在相當程度上是屬於

描述性和解釋性的研究。 
    誠如本文在前述研究動機所言，本文主要在以行銷研究的途徑，探討地方政府（尤

其是城市型的地方政府）如何在面對區域經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競爭態勢下，為防止人

口外流、招商引資、振興經濟、充裕地方稅收來源，應有的策略性規劃與作法。因此，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 
一、梳理科學園區的緣起、功能與國外經驗，以及不同名稱間(如科技園區、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工商綜合區)之差異。 
二、從各項文獻中，整理歸納出地區行銷所具有獨特的核心行銷要素。 
三、了解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歷程。 
四、以行銷途徑分析號稱「台北市的金雞母」的內湖科技園區如何產生超越新竹科學園

區產值的原因。 
五、以行銷管理的觀點，分析了解台北市政府如何對園區進行情境分析、規劃、執行及

控制等，並且在各階段提出適當的策略建議。 
 

貳、研究問題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本文嘗試去釐清並研究以下問題： 
一、行銷策略的總體概念為何？ 
二、何謂科技園區或科學園區？其名詞之不同有何意義？其與工業區、加工 出口區又

有何不同？ 
三、地區行銷與政策行銷在本質上不同，惟地區行銷所需具備的核心行銷要素為何？ 
四、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歷程為何？現時概況與區位特性為何？ 
五、內湖科技園區如何創造超越新竹科學園區的產值？ 
六、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管理方式為何？亦即： 
   (一)在行銷情境分析上，內湖科技園區所具有的優、劣勢，機會與威脅為何？ 
   (二)在行銷規劃上，台北市政府如何定位內湖科技園區，進而規劃出適當的 
    行銷策略？ 
   (三)在行銷執行上，內湖科技園區是典型的「產品行銷」，惟台北市政府如 
    何將這個產品對廠商行銷，致使其產生產業聚落，發揮高產值的功能？ 
    (四)在行銷控制上，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過程有無需改進之   處？ 
七、內湖科技園區發展的歷程中，有無其他的作用力？作用力為何？對台北市政府的啟

示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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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 

 壹、行銷策略 
    行 銷 策 略 為 目 標 市 場 (Market Targeting) 、 定 位 (Positioning) 和 行 銷 要 素 組 合

(Marketing Mix)等三大策略的總體概念（黃俊英，1997:32），其中目標市場與定位又可

稱為戰略性行銷策略，為上層管理活動，行銷要素組合又可稱為戰術性行銷策略，是在

戰略性行銷略策擬定後具體的行動方案(黃深勳等，2003:184-185)。 
一、目標市場選擇 
    對企業行銷而言，在行銷目標確定後，接著應考慮要爭取那一部份的市場(或顧客

群體)，亦即要選擇那一個或那幾個市場作為企業未來某一期間內想要全力去爭取、全

力去照顧的市場；這些市場稱為目標市場或目標群體。 
    爲了選擇目標市場，須先將市場區隔化(market segmentation)。例如保力達公司的「保

力達 B」及「蠻牛」飲品，即以廣大的勞動就業人口為目標市場，再如跨國性的速食連

鎖店麥當勞一開始在台灣上市，在各賣場設有兒童遊樂設施及以 Kitty 貓為促銷商品，

即以兒童為目標市場；此外包括各種的瘦身、美容保養品等，即以年輕或成年女性為目

標市場。 
    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企業都無法爲市場中的所有顧客提供滿意的服務，因為顧客

的人數可能太多，分佈過廣，或購買行為的差異過大，而無法對所有的顧客都能提供有

效率的服務，因此必須按人口統計變數、地理變數、行為變數等(對消費者市場而言)，
或顧客規模、使用率、地理位置、組織結構、購買階段、產品用途等(對組織市場而言)，
作為市場區隔化的基礎，亦即將一個異質性的大市場區隔成若干比較同質性的小市場，

然後從這些較具同質性的小市場中找出較具吸引力且能有效服務的部份作為目標市場

(黃俊英，1997:33)。 
二、定位策略 
    依據目標市場的需要以及競爭者在目標市場顧客心目中的形象，企業應選定一個有

利的競爭性定位，亦即決定對目標市場提供什麼利益，使目標市場願意來購買本公司的

產品或品牌而非購買競爭者的產品或品牌，或惠顧本公司的商店而非惠顧競爭者的商

店。良好的定位應具有獨特性，使與競爭者具有真正的差別；同時要具有吸引力和競爭

力。例如在公職類補教市場占有極高市場佔有率的志光文教機構在國中小學師資班、教

師甄試及高普考試等，對外行銷即以「每三位考中的學生，就有兩個來自志光！」，以

及「幸福公職，志光助您實現！」為公司產品定位，除說明該公司產品的獨特性外，並

建立顧客對該公司直接的形象。 
    定位要對目標市場有足夠的吸引力，所提供的利益要能真正滿足和切合目標市場的

需要。而且本公司提供給目標市場的利益還要比競爭者提供給目標市場的利益更具有吸

引力，亦即本公司的定位要比競爭者的定位更受目標市場的喜愛(黃俊英，1997:33)。 
三、行銷要素組合策略 
    行銷要素組合是指組織用來影響目標市場的各種可控制變數及水準，亦即凡是在組

織控制下而能影響顧客反應水準的任何變數都屬於行銷要素組合的一份子。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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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行銷要素組合的區分主要來自於 McCarthy 所倡導的 4P 原則，即產品(product)、通

路(或地點)(place)、促銷(promotion)及價格(price)等四類(黃深勳等，2003:11；黃俊英，

1997:33；余朝權，1991:26)。行銷要素組合內容如下述： 

   (一)產品：從產品觀念的收集開始，到設計出最符合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上市 

            為止，這整個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活動，包括品質、特徵、式樣、 

            品牌名稱、包裝、規格、服裝、保證等。 

   (二)地點：產品生產出來後，必須透過各種不同的銷售通路，以及應該選擇 

            多少銷售點，包括通路、涵蓋區域、位置、實體分配(physical   

             distribution)(含存貨、運輸)。 

   (三)促銷：產品要賣出去必須有各種促銷手段配合，包括廣告、人員銷售(personal 

selling)、公共報導(publicity)和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等。 

   (四)價格：訂定一個最能吸引消費者購買又能獲得預期潤利的價格，及決定中間商的

毛利率貨成本加成，包括標價、折扣、折讓、付款期間、信用條件等。 

    上述這四項要素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依不同的行銷標的而有不同的組合變化 

或轉換，例如余朝權(1991)將上述 McCarthy 的 4P 原則擴及為構型(Configuration) 

、評價(Evaluation)、象徵(Symbolization)及便利(Facilitation)等四個概念；Snavely(1991)基於

公部門與企業組織性質的不同，根據企業行銷模式加以修正，提出公部門的行銷要素，

包括服務(用以取代產品)、成本(用以取代價格)、倡導與告知(用以取代促銷)、政策分析、

合法性權威及人力資源等六項；以及丘昌泰(2001)在 McCarthy 的產品、價格、地點與促

銷等 4P 基礎外，另加夥伴(partnership)及政策(policy)，構成公部門的行銷核心要素(詳見

本文第二章)。 

    最後，要說明的是目標市場、行銷定位與行銷要素組合這三個總體概念並非獨立存

在，而是上下層次之戰略與戰術的影響關係，亦即戰略性行銷策略一旦決定，戰術性行

銷策略即以達成上層戰略目標規劃具體行動方案。以保力達公司的「蠻牛」飲品為例，

產品定位為提神飲品、目標市場鎖定廣大勞動的人口，自然價格不能太高，促銷的手段

必須以能打動他們相同感覺的廣告來進行訴求，通路更是須普及，尤其是這些目標市場

時常出現的地點，因此各交通要道邊的檳榔攤就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通道。反之，如果公

司將產品定位在高檔貨，以鎖定高消費的目標市場為戰略性行銷策略，自然戰術性的價

格必須上揚以符合目標市場對該項產品的心理預期。 

 

貳、科學園區 
自從美國史丹佛大學於 1951 年設立第一座「科學園區」並衍生成矽谷以來， 

世界各國掀起了科學園區(Science Parks)的浪潮。 

  然而有關科學園區這個名詞，施鴻志(1991)教授在接受行政院經建會委託的《國外

科技園區發展經驗比較分析》專題研究計畫中，認為「就字義上的解釋，科學係以科學

方法對自然現象或思考型式研究所得系統、有組織的知識；而技術係本著應用自然科學

研究成果對產業用及民生用的產品製造及其製程方法有關知識。亦即科學重理論而技術

重應用，以科學園區發展的諸多類型觀之，有強調與大學緊密結合的研究園區(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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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s)，亦有以現代化科亦從事量產的技術園區(Technology Parks)，因此本研究以科技

園區(Science/Technology Parks)取代科學園區，作為概括性的名詞」（施鴻志，1991:4）。

爰此，本文以下論述亦以科技園區稱之。 
一、科技園區的意涵 
  有關科技園區的意涵，目前並沒有一致性的定義，於是 Technology Parks、Science 
Park、Research Park、Business Park( or Incubator)、Innovation Centre、Teleport、Technopolis、

Multifunction Polis(M.F.P.)等各類的代名詞來描述不同的園區發展，並以園區所具有的機

能差異加以區別。雖然上述各類園區的功能及目標迥異，但科學園區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Parks)均視其為科技園區，並做出一般的界定，包括： 

     1.與一個或一個以上大學、研究中心、研究組織或其他高等教育組織之間，有正

式及運作上的聯結。 

     2.園區是為促進以知識為基礎之工業的形成與成長。 

     3.具有完善的管理功能。 

二、科技園區的貢獻（或功能） 

  由於科技園區設立的目的在於提升國家科技發展，增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經

濟繁榮，同時亦是促進產業升級與區域發展的政策工具；至於，科技園區的貢獻（或功

能），可分為社會經濟、學術、及政治三方面（施鴻志，1991:11-13）： 

 （一）社會經濟方面 

   1.創造就業機會、減少人才外流 

    科技園區促成大學與產業間高科技的連結，其最重要的功能即提供設施 

        協助廠商接受科技移轉，對研究、技術人才的吸引居於一個較有利的地 

        位，而且園區內多數的廠商為當地的廠商移入，此乃園區提供一個相當 

        優厚的獎勵措施，刺激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使得當地的大學生畢業生 

        留在當地就業。 

      2.提升創新廠商成功的機會、促進產業的成長 

        科技園區對創新廠商的培育與科技產業的成長均有顯著的助益，園區內 

    有低租金的培育措施、完善的科學實驗設備、支援服務、基礎設施、種 

    子基金或創投資金的提供、以及優厚的研發與租稅獎勵，使創新廠商能 

    較順利將基礎研究移轉應用，並予以市場化，同時吸引科技廠商帶動地 

    區科技產業的成長。 

      3.廠商聚集的利益 

    科技園區的設置對廠商所形成的聚集利益，不僅包括物質的連結、尚包 

    括地方資訊的連結、地方勞力供給充分，以及地方投資資金的刺激等利 

    益。  

 （二）學術方面 

    科技園區在學術研究發展具有輔助、引導的地位，如美國的「矽谷」、英國的

「劍橋」、及日本的「筑波」等，其在學術發展過程中，科技園區均扮演重要的地位。

至其具體貢獻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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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促使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結合 

    從實際應用的角度來看，科技園區是基礎研究商業化的場所，為加強基 

    礎研究，一般而言園區大都鄰近大學或研究機構，藉由在園區內致力於 

    將實驗室階段已被證實的發展概念，應用到工業的生產階段，使學術研 

    究得以在實質環境運用，且與外界實務連結，使學術與實務相互印證、 

    不斷的回饋。 

      2.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學術研究經由多年經驗累積，將原始的專業理念轉化為新的科技，應用 

    於產品、製程或市場上，從中獲取利益。如此不但能激勵並提升學術研 

    究與移轉，同時也能為大學或研究機構開闢財源；再藉著這些財源以延 

    聘知名且具權威的專家、學者、甚至吸引科技人才繼續投入校園的研究 

    工作，以提升大學的研究風氣，進而又奠定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如英國 

    著名的「劍橋現象」，其科技園區不但蓬勃發展，同時使原已頗負盛名 

    的劍橋大學在學術研究上更上層樓。 

      3.促進科技間的整合 

    在各大學中各專業基於其專業背景、特殊的風格與品質、以及獨特的個 

    人主義與自信心，使得科際間交流合作的機會降低；而各產業部門間由 

    於同行相忌，甚少合作開發。然而，未來高科技社會趨於多元化，科技 

    園區則在於朝高科技商業發展的趨勢下，提供一種整合的服務機能與工   

    具。 

 （三）政治方面 

    由於科技園區為一兼具促進產業升級與區域發展的政策工具，其對地區經濟成

長的貢獻已廣被認可。 

  科技園區在美國為各州議會爭相設立的對象；而在德國由於科技園區的設立未有明

確的政策，僅鼓勵地方聯合計劃而給予補助，於是地方政府莫不積極的爭取，以作為未

來政治的資源與爭取選票的工具，同時也被一些政客拿來作為圖謀政治利益的手段。 

  在台灣大多數的縣市都極力在爭取設立科技園區以作為任內對地方建設的政績，但

若以地區資源的效益面而言，結合縣市予以設立既不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亦可配合成為

未來配合生活圈的公共建設政策。 

三、國外科技園區類型 

各國科技園區由於其本質不同，或利益觀點的不同，於是產生不同類型的科 

技園區。一般而言，美國的園區型態較多，英國以大學相關的研究園區為主，規模通常

不大；德國科技園區成點狀分布，以研究發展為主；法國科技園區規模頗大，與地區相

結合；澳洲的多功能核心區則以朝向國際性發展的規畫角度，進行以科技研究發展與應

用為主的都會區開發。 

  至於，各國科技園區的類型與特色如表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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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各國科學園區類型與特色 

國名 園區類型 特色 
研究發展園區 以技術之研究發展為主要功能 
商業園區 多元化功能 
培育園區 以輔助新興公司為主要功能 
工業園區 多為傳統工業區之改良或擴充 

美國 
 

多功能使用區 強調園區日常生活機能之自足性 
研究學園都市 以研究為首要機能，並藉以健全都

市各項環境機能。 
日本 

科技園市 結合產業、學術、居住功能為一體，
帶動地區整體發展。 

 
韓國 

研究園區 結合產業與教育機構，串聯周圍的
尖端產業工業區。 

研究園區 以大學為基礎 
培養園區 基地小、輔助新興公司發展 

英國 

科學園區 兼具培養及產業發展用地 
研究園區 鄰近大學或研究機構，提供新興公

司或大型公司研究發展環境 
創新中心 類似培養園區的功能 

德國 

科學園區 提出具發展潛力之廠商優良的產業
優良環境。 

法國 科技園區 規模大，無實質界線，與地區發展
相結合 

澳洲 多功能核心區 結合工業區、研究園區、科技園區、
培育區、科技園市、電傳埠(Teleport)
等環境功能。 

資料來源：施鴻志，國外科技園區發展經驗比較分析。1991:21。 
 
參、內湖科技園區 
  內湖科技園區原名為「內湖輕工業區」（又稱內湖第六期重劃區），自始台北市政府

即以工業區的觀念對該區位進行規劃與管理，後於 2002.7.26.台北市政府公告更改為現

在名稱。 
    園區範圍包括台北市內湖路一段、港墘路、瑞光路、堤頂大道、舊宗路、行善路、

民權東路六段等，面積共 149.72 公頃。根據 2003 年 6 月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對內湖科技

園區所做的首次產業調查報告，目前園區內共有企業單位數 1,524 家，全年營收新台幣

7,691 億元，超過新竹科學園區；甚至 2004 年 6 月台北市政府主計處發布第二次產業調

查報告，內湖科技園區企業家數共為 1,758 家，成長 15.4%，從業人口 64,779 人，全年

營收高達新台幣 1 兆 1 千 7 百億元。2004 年 7 月 2 日台北市長馬英九並在該園區內舉行

慶祝「破兆」茶會。 
 
肆、工業區、科學園區、工商綜合區、加工出口區的比較說明 
  我國政府自六 O 年代以來，即陸續設置不同性質專業區，並隨經濟發展政策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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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對不同性質專業區的功能予以強化與整合，以提供投資人更優良投資環境。 
一、各區的緣起 

（一）工業區 
 六 O 年代，正值我國奠定民生工業發展基礎時期，為配合工業發展與經建計畫需

要，遂於 1966 年由台灣省政府創設台灣第一個工業區（六堵工業區）後，又陸續

由工業局專責在各地設置工業區，推展相關建設與發展業務。 
 九 O 年代，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期，為使高科技能在國內生根發展，工業局特別

規劃設立了智慧型工業園區，該區囊括由政府開發之研究園區、科技工業區、軟體

工業園區、航太工業園區、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中心，及民間開發之智慧園區與智慧

型機械科技專區，以充分配合國內科學技術的研發方向，並發展相關的生產科技與

技術。 
（二）科學園區 
 八 O 年代為面對產業急遽的轉變，引進科技工業與人才，進而帶動我國工業科技

之研究創新成為政府刻不容緩的工作。遂於 1980 年由國科會規劃成立了台灣第一

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從此擔負高科技工業在我國生根，加速我國的經濟

建設；而且，為擴大園區腹地自 1999 年起又規劃與開發竹南、銅鑼、及篤行等三

座基地。此外，為實現「科技島」的政策目標，復於 1995 年成立台南科學園區，

2002 年成立中部科學園區籌備處，2004 年選定宜蘭為東部科學園區預定園址。 
（三）工商綜合區 
 由於消費型態的改變，產業機能多元化，城鄉差距顯著，而土地使用又往往因制

度的限制，而未能做及時有效的運用。有鑒於此，經濟部商業司特籌劃成立工商綜

合區，該區的成立，是以結合地區需求、配合人口產業，兼顧國土保安，環境保護

與開發許可原則，使地區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結合，達到民生均富、生活便利、自然

環境保護的目標。 
（四）加工出口區 
 六 O 年代為我國奠定民生工業發展基礎時期，為因應經濟情勢的需要，由經濟部

擘畫並設立了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出口區），未及三年，廠區即達飽

和，政府遂於 1969 年再成立兩處加工區（即高雄楠梓與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四

十年來，加工區一直積極扮演著發展出口導向產業的重要角色與功能，並以吸引工

業投資、拓展對外貿易、引進最新技術、增加就業機會為目標。 
 九 O 年代，我國政府為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加工區遂以地利之便，發展海空聯運

模式，轉型為「倉儲轉運專區」藉以強化產業競爭優勢。 
二、各區的差異比較 

  由上述各區成立的緣起，可知各區的規劃與專責管轄機關不同，其中，工業區為工

業主管機關（即中央為經濟部工業局，地方為各縣市建設局），科學園區為國科會，工

商綜合區為經濟部商業司，加工出口區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至於各區完整的比

較與沿革發展，詳如表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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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工業區、科學園區、工商綜合區與加工出口區之比較 

項 目 工 業 區 科 學 園 區 工 商 綜 合 區 加 工 出 口 區

設置目

的 

一、綜合性工業區：

為促進國家工與追

求經濟發展目標而

設置。 

二、科技工業區：為

引導產業朝高附加

價值、低耗能源之

科技工業所推動的

工業區。 

三、智慧型工業園

區：依據「發展台

灣成為亞太營運中

心計畫」及「智慧

型工業園區設置及

管理辦法」設置。 

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

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

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

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

術工業之發展而設置。

指都市近郊之交通便利地

區，在一定範圍內之土

地，依其區位與當發展需

要規劃設置，供輕工業

區、試驗研究、修理服務、

運輸倉儲、批發零售等使

用，並依都市及區域計畫

法劃定為特定專用區。 

一、加工出口區：為

促進投資及國際貿

易而設置。 

二、倉儲轉運區：依

據「發展台灣成為

亞太營運中心計

畫」及「加工出口

區設置管理條例」

之規定而設置，提

供做為簡單加工分

銷的轉口貿易基

地。 

法源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 

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

辦法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

條例 

主管機

關 

工業主管機關 國科會 經濟部商業司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 

開發方

式 

一、工業主管機關：

得以公開甄選方式委

託公民營事業辦理開

發，並由開發單位個

銀行貸款，再由出售

土地所得款項償還。 
二、公民營事業暨土

地所有權人 

：由開發者自行籌措

資金，並擬具事業計

畫、開發計畫、開發

資金來源、成本估計

及土地處理辦法等

呈報經濟部核定。 

三、興辦工業人：由

民間自行籌措資金

報編及建廠使用。 

資 金 來 源 為 國 庫 撥

款、銀行貸款與作業基

金賸餘，並由管理局自

行開發。 

開發單位除政府外，尚包

括事業興辦人、公民營

開發事業及土地所有權

人，惟目前以民間投資

為主。 

一、早期由中美基金

贈款 

、國庫撥款、作業基

金賸餘及銀行貸

款，並由管理處自

行開發。 

二、目前大部份以公

開招標方式委由民

間開發單位進行開

發。 

三、另台糖等土地，

所有權人亦可自行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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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7 

引進產
業 

一、一般工業區：涵
蓋較廣，舉凡輕
工業、基礎民生
工業、石化工
業…等均是，惟
所在區域不同，
有其不同之規定
限制。 

二、智慧型工業園
區：鎖定十大新興
工業（如軟體、航
太、精密機械、生
物科技、半導體設
備與封裝） 

、六十二項關鍵零組
件及產品與民生科
技工業、高附加價值
工業及其相關研發
技術與工商支援服
務產業。 

一、竹科：IC、電腦周
邊、通訊、光電為
主。 

二、南科：以半導體、
微電子精密機械、農
業生物科技產業為
主。 

一、綜合工業區：引進科技
研發試驗、公害輕微之
零件組合裝配或與商
業、服務業關聯性較高
之輕工業。 

二、物流專業分：提供倉
儲、運輸及物流業者從
事商品之研發、加工、
處理、倉儲、配送等使
用。 

三、工商服務及展覽分
區：提供設置金融、工
業服務業、旅館、會議
廳及商品展覽場。 

四、修理服務分區：提供
器機車修理服務及中古貨
品買賣。 
五、購物中心區：提供設

置結合購物、休閒、文
化、娛樂、飲食、展示、
資訊、旅館等設施於一
體之大型購物中心或結
合倉儲與賣場於一體之
倉儲量販中心。 

一、轉型前加工區：
以高科技、高附加
價值、低污染、低
耗能之先進產為
主。 

二、轉型後加工區：
除原有產業外，另
增加跨國營運總
部、倉儲物流及其
關聯性產業。 

優惠措
施 

凡符合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之投資案件者，
適用其相關優惠措
施，如新事業增資事
業五年免徵營所稅，
或投資抵減徵土地增
值稅、免徵印花稅及
契稅…等。 

一、凡符合促進產業升
級條例之投資案件
者，適用其相關優惠
措施。 

二、營所稅 
1.新設事業可享連

續免徵營所稅五
年（增資部分可
享四年免徵）或
投資抵減中擇一
辦理。 

2.五年免稅期滿
後，營所稅率不
超過 20% 

三、進口稅、貨物稅：
免徵。 

一、凡符合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之投資案件者，適
用其相關優惠措施。 

二、視為興辦重大開發或
建設事業，得迅速辦理
土地使分區變更。 

三、優先配合興修區外聯
外道路及相關公共設
施。 

四、可依「獎勵民間投資
開發工商綜合區優惠貸
款要點」申請低利融資。

一、凡符合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之投資案
者，適用其相關優
惠措施。 

二、營所稅：轉運業
務按轉運收入 10%
課徵。 

三、進口稅、貨物稅：
免徵。 

投資申
請流程
（所載
時間為
工作天） 

一、由投資申請、審
查、公司登記…到
廠房建築等許可證
之核發，須分別向
各主管機關（經濟
部〔僑、外資則
免〕、省、縣、市政
府）提出申請。 

二、若為直接購地設
廠者，全部核准時
間約需 32～47 天
（以上未含建照之
申請及撥放）。 

採單一窗口，手續簡
便，由投資申請、審
查、公司登記 
…到廠房建築等許之
核發皆由科學園區管
理局統籌辦理。全部核
准時間約需三個月。

由投資申請、審查公司登
記…到廠方建築等許可證
之核發，須分別向各主管
機關（經濟部〔僑、外資
則免〕、省、縣、市政府）
等提出申請。全部核准時
間約需二年餘。 

採單一窗口，手續簡
便，由投資申請、審
查、公司登記…到廠
房建築等許可證之核
發皆由科學園區理局
統籌辦理。全部核准
時間約需 19～2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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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7 
服務情
況 

一、一般行政：可透
過管理中心辦理，
或由廠商自行辦
理。 

二、工商登記：需向
當地縣（市）政府
辦理。 

三、建照申請：需向
當地縣（市）政府
辦理。 

四、關政稅務：廠商
需自行向相關單位
辦理。 

五、安全維護：除重
大工安事件外，皆
由廠商自行辦理。 

一、一般行政：由管理
局辦理。 

二、工商登記：由管理
局辦理。 

三、建照申請：由管理
局辦理。 

四、關政稅務：由管理
局辦理配合相關單
位辦理。 

五、安全維護：由管理
局辦理。 

一、一般行政：由廠商自
行辦理。 

二、工商登記：需向當地
縣（市）政府辦理。 

三、建照申請：需向當地
（市）政府辦理。 

四、關政稅務：廠商需自
行向相關單位辦理。 

五、安全維護：由廠商自
行辦理。 

一、一般行政：由加
工出口區管理處或
各區分處辦理。 

二、工商登記：由加
工出口區管理處或
各區分處辦理。 

三、建照申請：管理
處或分處需比照向
當地縣（市）政府
都市計畫之相關規
定辦理。 

四、關政稅務：由加
工出口區管理處或
各區分處辦理。 

五、安全維護：由加
工出口區管理處或
各區分處配合相關
單位辦理。 

標準廠
房取得 

由工業主管機關興建
後出售 

只租不售 廠商自建自有 一、以出售為主 
二、出售為輔 

收費標
準 

一、依其使用土地面
積大小及樓地板面積
之多寡，分級 
徵 收 公 共 設 施 維 護
費。其 
最低標準，租購土地
部分 
土地面積在二千平方
公    尺以下者，徵
收 新 台 幣     1,010
元；租購標準廠房 、
各種建築物部分樓地
板     面 積 在 三 百 
平方公尺者，徵收新
台幣 340 元。 
二、由各污水處理場
依其服務範圍內內，
按各廠商廢水排放濃
度計徵污水處理系統
營運費，平均每噸
17.12 元。 

一、管理費：依營業額
之千分之 2.5%計收。
二、廠房租金：視廠房
類型與樓層而定，竹科
每平方公尺為新台幣
69-372 元不等；南科尚
未訂定。（竹科廠房分
為標準廠房、工商創業
大樓、高層廠房及聯合
服務中心四種）。 
三、土地租金：竹科每
平方公尺為新台幣 1
元；南科每月每平方公
尺為新台幣 3.6 元。 
四、公設費（公共設施
建設費）；竹科每月每
平方公尺為新台幣
5.04 元；南科尚未訂
定。 
 
 
 
 
 
 
 
 
 

一、因區內土地為開發人
所有，故無土地租金
問題。 

二、自組管理委員會負責
各項公共設施及生態
地綠地之維護管理。

一、管理費 
 1.製造業、倉儲運

輸業，依營業額之
不同，以全年營業
額的千分之 1.5-2.5
採累退方式按月計
收，每月未達新台
幣一萬元者，以一
萬元計收。 

  2.貿易區、服務業
及在區內設立分支
機構之金融業，依
行業別之不同，以
全年營業額之千分
之 0.5-2.0 按月計
收，每月未達新台
幣一萬元者，以一
萬元計收。 

  3.在區內設有營業
或聯絡處之外事
業，依使用面積每
月每平方公尺新台
幣 30 元計收，並以
30 為最低收費標
準。 

二、土地租金：依廠
房所在地之不同，
收取每月每平方公
尺新台幣 9.15－
12.16 元之費用。

三、公設費（公共設
施建設費）：舊區每
月每平方公尺新台
幣 2.79～2.84 元；
新區每月每平方公
尺新台幣 5.38～
7.56 元；專區則以
開發成本分十年攤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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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7 

週邊設
備 

一、一般工業區：舊
有之工業區並無特
別規劃；新區則依
各區機能屬性之不
同，有不同的規
劃。如彰濱工業區
即規劃有辦公大
樓、展示中心、會
議中心、金融機
構、稅捐單位、員
工宿舍、托兒所、
餐廳、福利社、活
動中心…等多項公
共設施。 

二、智慧型工業園
區：依各區機能屬
性之不同，有不同
的規劃。如南港軟
體工業園區是以建
構智慧型辦公大樓
為主，其中包含了
展覽空間、國際會
議中心等；而台南
科技工業區則以強
化園區意象為主，
設置了電信、金
融、職訓、展示與
行政管理等。 

除與鄰近之學校、研發
中心及試驗所相結合
外，區內亦設國稅局、
金融機構、警察局、員
工宿舍、保健所、餐
廳、游泳池、球場等設
施。 

除必要性服務設施（如區
內道路 
、停車場、污水處理廠、
水電供給…）外，其餘部
分由開發人自行規劃興
建。 

一、現有：國稅局、
金融機構、警察
局、員工宿舍、保
健所、托兒所、餐
廳、福利社、理髮
廳、綜合球場、韻
律教室、健身房、
康樂室…等多項設
施與從業員工服務
中心專責單位，舉
辦員工技藝研習、
戶外聯誼與國際學
術交流活動。 

二、未來：除保有現
有之各項設施外更
增建多功能廠房、
工商綜合大樓，並
與高雄多功能經貿
園區相結合，設置
大型展示中心、國
際會議中心、商業
娛樂中心、國際級
高級飯店與兼具人
文氣息和休憩功能
之市民文化廣場、
親水遊憩區…等週
邊設施。 

貨品管
理作業
情形與
運輸業
務相關
作業方
式 

一、因一般工業區並
非保稅區域範圍，
進出口貨物均需先
向海關報關查驗，
放行完稅後，始可
進口提領、出口、
裝船、裝機，在時
效上較加工區約慢
三至五日，且須花
費較多相關費用。 

二、除保稅工廠外，
不得輸入經濟部未
公告准許間接進口
之大陸地區物品。 

一、採帳冊式管理，節
省時間，降低成本。

二、園區事業得輸入經
濟部未公告准許間
接進口之大陸地區
原物料、零組件及相
關產品辦理檢驗、測
試、修理、維護、服
務等作業，可達成兩
岸生產線垂直整合
效益及節省廠商成
本。 

三、園區可辦理船、機
邊提交貨物。 

四、設儲運服務中心，
惟車輛少及均屬小
型保稅車，大部分業
務仍由園區外包方
式承運。 

一、因一般工業區並非保
稅區域範圍，進出口貨
物均需先向海關報關查
驗放行完稅後，始可進
口提領、出口、裝船、
裝機，在時效上較加工
出口區約慢三至五日，
且需花費較多相關費
用。 

二、除保稅工廠外，不得
輸入經濟部未公告准許
間接進口之大陸地區物
品。 

一、目前採門崗式管
理，有效節省時，
降低成本。為配合
海關作業，未來將
改採帳冊式管理。

二、區內事業得輸入
經濟部未公告准許
間接進口之大陸地
區原物料、零組件
及相關產品辦理檢
驗、測試、修理、
維護、服務等作
業，可達成兩岸生
產線垂直整合效益
及節省廠商成本。

三、區內廠商可辦理
船、機邊提、交貨
物，由儲運中心代
表區內廠商海關聯
保切結，廠商進出
口貨物直接船機邊
提領及裝船，可確
實爭取時效並節省
倉儲及裝卸費用。

四、設儲運服務中
心，專責處理相關
運輸業務，並備有
各型保稅貨箱及各
型車輛，提供廠商
進出口貨物載運之
用，並可依廠商需
求隨時機動派遣，
時效性高。 

資料來源：王樂平（1998），工業簡訊。28（9）：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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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上述各型專業區的分類，內湖科技園區（以下簡稱內科）的主管機關為台北市

政府建設局，且當初規劃與開發的模式均以工業區的概念進行8，因此，在定位上內科

是屬於工業區的類型，並屬於工業區中之科技工業區。 
    此外，為進一歩說明科技工業區與科學園區的差異，茲將上述四種類型專業區，再

抽離整理出表 1-8。 
 

表 1-8 科學園區與科技工業區比較表 
比較項目 科學園區 科技工業區 優勢說明 

設置依據 依行政院頒「科學工業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 

依經濟部頒「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 

 

開發主體 行政院國科會主導 經濟部工業局主導 科學園區之開發主體位階較
高，較能掌握行政資源 

開發模式 

所需開發資金大部份來自政
府編列預算 

開發資金係由工業局依促產
條例，甄選開發單位自籌資
金來支應所有開支 

科學園區較無開發資金融資
壓力及投資開發風險，園區
開發完成後，開發主體有絕
對權力主控園區廠商進駐設
廠計畫及環境維護管理之影
響力 

獎勵措施 

一、五年免稅與股東抵減擇
   一適用。 
二、營所稅最高稅率 20%。
三、國外進口機器設備，免
    進口稅捐、貨物稅、營
    業稅。 
四、園區事業自國外進口原
   料、物料、燃料及半製 
   品免稅捐。 
五、經認定對工業發展有特
   殊貢獻者，得減免其承 
   租土地五年以內之租 
   金。 

一、重要科技事業符合獎勵
   標準之產品，五年免稅 
   與股東抵減擇一適用。 
二、營所稅最高稅率 25%。
三、進口國無產製之機器設
   備得免關稅。 
四、成品出口時，原物料所

  繳之營業稅可退還，原  
  料及半成品其進口稅 
  及貨物稅可於出口後 
  辦理沖退稅。 

科學園區享有較有利的優惠
項目，地租較廉等獎勵條件

營運管理模式 

一、由國科會下設園區管理
   局屬公部門機構，並採 
   一元化窗口服務之管理 
   模式。 
二、園區係一個封閉系統，

  以利行保稅區之機制。
三、園區所收之管理費採專
   款專用。 
四、區內內土地均採出租方 
   式。 
五、區內設雙語教學之中小
   學。 

一、由工業主管機關籌設工  
   業區管理中心，人員任 
   用不屬公務部門編制， 
   園區僅提供部份工商諮 
   詢服務及公共設備之維 
   護管理。 
二、整個園區均可自由進出

 不設任何管制。 
三、所有園區管理維護費之 

 收入均納入工業區管理 
 基金小組，採統籌統支 
 方式來運用。 

四、大份園區土地係採出售 
   方式。 

一、科學園區擁有公權力之
   主控性及方便性之有效
   率管理制度，有利塑造
   園區意象。 
二、管理費之保管及運用採

  取之於斯用之於斯的  
  觀念，較能獲得廠商的
  認同。 

三、科學園區因無擔負回收
  開發資金壓力，故可以
  極低之地租條件來吸 
  引廠商進駐，並採租地
  方式。 

四、科學園區因有雙語教 
    學設施，較能吸引國 
    外高科技人才進駐。 

資料來源：張璠、張吉宏（1997），經濟情勢評論，頁 94。 

                                                 
8 筆者曾於 2004.5.10.蒙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同意，在該局一科（主管內湖科技園區）以一天時間查閱該局

有關內科的相關歷史案卷，其中發現該局曾於 1989.5.17.起成立「內湖輕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並至

1993.4.24.該委員會裁撤，幾次相關會議內容均集中在於區內應以何種工業區模式進行開發與如何興建

標準廠房，避免土地的濫用，顯示內科早期的開發完全是依循工業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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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的對比，不論是開發主體、開發模式、獎勵措施、營運管理模式等，均顯示

內湖科技園區在地方政府的經營下，各項條件與中央規劃、開發全力培育發展的新竹科

學園區相互比較都不具優勢的情況下，其產值竟超過竹科。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今天內

湖科技園區的榮景？她的發展歷程為何？現實的產業現況為何？等，更說明了本個案值

得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第四節 研究範圍 

壹、研究理論的範圍 
    本文雖為研究台北市政府的行銷策略，惟衡諸行銷概念發展的趨勢9，事實上行銷

已從重視個別要素轉向整體行銷策劃程序，亦即一、首先參酌機構內外行銷生態環境，

然後二、分析市場，三、預測消費者需求，四、分析行銷資源，據以五、擬定行銷策略，

接著六、規劃各部門之行動方案，七、編列行銷預算，八、在執行過程中，隨時施以九、

控制或行銷稽核，並十、即時回饋行銷情報（余朝權，1991:257）。而上述這十個步驟，

也就是行銷管理的體系，包括行銷分析、行銷規劃、行銷執行及行銷評估的過程。 
    因此，本文雖以行銷策略研究為主軸，惟論述之內容亦以整體行銷管理體系為主。 
 
貳、研究對象的範圍 
  城市（或地區）行銷10的標的非常眾多，如 Kotler(1993)即認為包括都市設計、民眾、

形象與生活品質、吸引力或公共設施等，本文雖以城市行銷為論述主要標的，惟台北市

政府─這個城市可供行銷的因素甚多，如果對台北市政府進行全面性的探究，恐非筆者

一人之力能克竟全功，為使焦點聚集，並做充分論述，爰本文選定號稱「台北市的金雞

母」（受訪者 A1，2004.2.11.）的「內湖科技園區」為個案分析。 
    而且，經過深入的文獻分析與多次的訪談後，發現「內湖科技園區」是一個極為獨

特且有趣的個案，甚至可以說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縮影。 

                                                 
9 關於行銷理論發展的趨勢，請詳見第二章第一節內容。 
10 大體而言，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的概念源自 1980 年代歐洲的文獻(邱麗珠，1998)，而地區行銷(place 

marketing)的概念則源自 1980 年代的美國（汪明生，2003），惟在行銷學大師 Kotler 的論著中，如

《Marketing Places: Attracting Investment,Industry,and Tourism to Cities,States and Nations》(1993)，以及

中山大學汪明生教授所主持的《高雄都會區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之研究》(1994)、《地區行銷中人力資

源發展策略─以高雄都會區為例》(1995)、《地區行銷中發展指標建立與稽核之研究：以適合高雄都會

區發展之標的群體》(1996)、汪明生與方之光的＜從地區行銷與多元公共決策觀點探討高雄都會區經濟

發展與開發建設問題＞(1998)、汪明生與馬傑群的＜地方經濟發展與地區行銷─以高雄市為例＞

(1998)，或是林博文的＜從地區行銷論城市形象的塑造管理─以新竹市的治理模式為例＞(2000)、施鴻

志的《地區發展管理》(2002)等，甚至在莊翰華的《都市行銷理論與實務》一書中，說明：「『都市行銷』

(Stadtmarketing)在專業文獻及實務中又常以城市管理(Citymanagement)、區位行銷(Standortmarketing)、
都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或城市行銷(Citymarketing)稱之」(1998:40)。無論是著作、專題研究計

畫或是專論等均將城市與地區交互運用，未作嚴格區分。本文基於研究主題所需，在未來章節中亦將

對城市與地區行銷之名詞交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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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自 1995 年內湖科技園區（原名為內湖輕工業區）整地完成並開放廠商進駐以

來，2002 年 7 月由台北市政府公告變更為「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同年 10 月經濟部工

業局公布「企業營運總部設立辦法」、「企業總部租稅獎勵」等優惠政策，更多的高科技

企業營運總部進駐，顯示內湖科技園區已成為新一代高科技廠商聚集的大本營，政府眼

中的「台灣新矽谷」（詳見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發行之 2004 年 4 月號 435 期「台北畫刊」）。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內湖科技園區所產生超越新竹科學園區的產值，固然是區內高

科技產業聚落效應與廠商努力的結果，惟目前園區內高科技產業的聚集現象，卻是一種

自發性的聚集行為，不同於新竹或是台南科學園區是由國科會設置規劃，內湖科技園區

原為台北市政府都市計劃下的工業區，不僅沒有科學園區內的廠商同時可適用「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及「科學園區設置獎勵辦法」的租稅優惠，以及政府出資興建公共設施等

得天獨厚的條件，反而從早期的違章工廠林立、一片蕭條的都市邊緣中，到目前出現的

高科技產業聚集、各式各樣的廠辦大樓櫛次鱗比、房地產大漲等現象。 
「內科的發展為市場法則的最佳範例」（受訪者 A4，2004.2.27.）。 
 
「政府每天高唱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何謂市場機制？內科的發展，政府沒有

花一毛錢，卻變出一隻天鵝，如果沒有良好的條件，何來市場機制？這是中央及其他地

方政府必須深思的問題！」(受訪者 C4，2004.7.2.)。 
 

參、研究內容的範圍 
    本文是純就行銷管理的觀點，從事內湖科技園區之行銷情境分析、行銷規劃、行銷

執行、行銷控制等面向之探討，至於園區內廠商的產業技術、園區開發規劃、都市計劃、

交通動線規劃、財政租稅規劃等其他專業領域並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肆、研究時間範圍 

本文研究時間為自 1969 年第一次都市計劃，劃定為內湖輕工業區(內湖科技園區原

名)開始，至 2006 年 6 月 16 日台北市政府為達成「大內湖科技園區」的未來理想，研

擬「台北市工業區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草案為止之期間，從事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文對台北市政府行銷內湖科技園區課題之研究，係採取下列三種方法進行： 
壹、文獻分析法 
    這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傳統的探索性研究方法，將從國內外圖書、期刊、

專論、研究報告、學位論文、報章雜誌等，蒐集與本文研究題目相關的文獻，目的在系

統地將研究主題的內涵整理與歸納，有效提升研究結果的確實性。 
此方法的優點在於所花費的金錢與時間成本較少，而且可以利用資料的蒐集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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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歸納；惟其缺點是文獻本身已經既存原作者個人的價值判斷，是否符合研究主題

值得商榷。 
    事實上，針對城市行銷的研究，若干學者與政府機關間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

由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汪明（銘）生教授所指導的一系列碩士論文，成功大學都市

計畫研究所與彰化師範學院的若干碩士論文，以及國科會與高雄市政府研考會委託的一

系列專題研究計畫等（此部分請參閱第二章『文獻檢閱』之「我國地區﹝城市﹞行銷的

文獻回顧」）。 
此外，對於科技園區的研究，台南立德管理學院院長施鴻志教授亦曾陸續發表相關

專題研究。本研究將參酌上述現有研究成果，並在這些研究基礎上做進一步發揮。 
 
貳、個案分析法 
    依據學者 Robert Yin(1984:17-20)的標準，一位研究者在選擇個案分析為其研究策略

時，主要的考慮應包括下列三項： 
一、研究問題(Research Problem)為何？ 
二、研究者對於所研究實際行為所能控制(control)的程度如何？ 
三、對於所研究事件著重其當代性(comtemporary)如何？ 

    假設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在想得知某社會現象是如何發生(how)？為何會發生(why)？
而這個現象又沒有從事實驗控制的可能性，或可控制的程度非常低；同時，這個社會現

象又是社會眾人關心的公共問題(public problem)，則個案分析就是一項適合的選擇。 
    選擇個案分析為研究方法的理由，在於該法能提供下列充分的背景資料(background 
information)： 

第一、就研究主題而言，本文亟欲了解者在於台北市政府對於內湖科技園區有無行

銷管理過程，如何形成行銷策略，以及有無應用行銷研究提供給管理者相關

資訊，以產生有用的決策等； 
第二、再者，本文以台北市政府為研究標的，主要是基於該城市為吾人生活與工作

的所在地，尤其內湖科技園區更是吾人居住的生活圈附近，無論是資料的取

得或進行調查訪問所耗費的時間成本，均較如以南部七縣市的聯合行銷策略

或大陸任何一個城市為研究主題更易控制； 
第三、最後，我國各縣市政府債務狀況日益嚴重，並非中央給予財政補助即可解決，

其間雖然高雄市政府已有多項行銷研究或具體活動實施，但達成目標仍未盡

理想（但昭強，2002：67-69；White,1998:5），由此說明我國目前區域發展的

問題與需求日益複雜及嚴重，而台北市為我國首善之區，亦為台灣對外的國

際窗口，因此國人對大台北地區的發展有極高的期待，所以其當代性已不容

忽視。尤其當我們將目光置於國家級的新竹科學園區，這個隸屬於地方政府

的科技園區如何發展？如何創造超越新竹科學園區的產值？如何產生產業聚

落，發揮高產值的功能？更最重要的是，台北市政府對內湖科技園區有何策

略性的作為？凡此均引導筆者對本個案的重視，與深入剖析的強烈企圖心。 
    基於前述三項原因，本文選定台北市政府所屬的「內湖科技園區」為個案分析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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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參、深度訪談法 
    個案研究法雖可獲得充分的資訊，惟相關事實的釐清，仍須以調查訪問法為輔助工

具。所以，在理論上「訪問調查法」是希望經由訪談的途徑了解某些人、事、行動或態

度，以為研究的補充工具，並且協助澄清研究過程的某些變項、關係或假定（楊國樞，

1989：549-586）；但對本文而言，進行「調查訪問法」﹝深度訪談法﹞卻是除文獻分析

法之外，另一個極為重要釐清研究問題真相，反應台北市市政決策者或管理者認知、態

度等因素，最重要的研究工具及步驟。 
    同時，基於本文的研究問題，本文摒棄結構型訪問法中之「問卷調查」的方式，而

採取概屬非結構型訪問法中的「深度訪談」研究法(in-depth interview)，如同學者

Patton(1990)認為，質性訪談建立是在假定他人的觀照是有意義的、可知的、可以呈現本

質的；而訪談的目的，是去發現存在於他人心中的是什麼？在接近受訪者的觀照取向

後，從他們那兒找到一些他人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件。這些無法觀察到的事件包括：感

受、想法、意欲、先前發生的行為、人們如何組織世界、對進行於世界中的事件賦予意

義等。 
亦即一份典型的定性﹝或譯為『質化』﹞評估報告(qualitative evaluation report)通常

應提供以下資訊﹝吳定，1999：624-625﹞： 
1.有關方案執行的詳細描述。 
2.主要方案過程的分析。 
3.不同參與者類型與不同參與方式的描述。 
4.方案如何影響參與者的描述。 
5.記載觀察到的變化、結果及影響。 
6.受訪者所提供方案優點與缺點的分析。 
衡諸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描述與解釋台北市政府如何對內湖科技園區進行行銷管

理的過程，因此質化深度訪談法應是一個適當且可獲致充分資訊的研究方法；惟為了避

免由於訪談造成過多時間的浪費，所以在進行訪談時對研究問題做某部分的「控制」，

也就是將研究問題「格式化」方式，針對主要的基本重心，進行訪談，並做成訪談記錄

（詳如附錄 1-1 至 1-8）。 
此外，在實證主義(positivism)科學哲學思考所主導的科學研究之下，尋求普遍法則

(universalistic law)是研究的共同要求，因此著重客觀的測量以及量化的推論。於是信度

與效度自然成為方法判定的重要一環。然而，質化研究者所關注的不是「客觀分類計

量」、「普遍法則的尋找」或「因果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論」，而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

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系的經驗和解釋」。這種脈絡情境過程、

互動、意義和解釋的探索，其研究價值的判定標準絕非量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可以涵蓋的，而是有其他評價方法﹝胡幼慧、姚美華，2003：142﹞。 
面對質化研究之信度與效度問題之爭議，一些偏實證主義的研究者幾經努力之下，

目前也已發展出一些辨別質化研究信度與效度的「純粹概念性之語彚」。例如 Ki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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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1988)認為信度的測量方法有： 
1.狂想信度(quixotic realiability)：指對不同個案，持續不斷的採取同一種應對方式。

這一信度的問題是其具有瑣碎及誤導的缺點。 
2.歷史信度(diachronic reality)：指不同時間所測結果的相似性，表示時間的穩定性。

歷史信度通常是在不同時間以相似的測量工具或發現來進行測量。 
3.同步信度(synchronic reality)：指在同一時間內產生相似的研究結果。 

至於在質化研究上，Kirk & Miller 認為效度的測量方法有： 
1.明顯效度(apparent validity)：指測量工具與觀察現象有非常密切的結合，並提供有

效的資料。 
2.工具效度(instrumental validity)：指利用某一測量工具所得到的資料與另一個被證

實有效的工具所測得的資料相當接近。 
3.理論效度(theoretical validity)：指所蒐集的資料與研究所根據理論架構相呼應。 
此外，Lincoln & Guba 早期(1984)也曾對質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提出見解，認為信

度是可重複性(replication)，效度是指可靠性(dependability)、穩定性(stability)、一致性

(consistency)、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與正確性(accuracy)，並在控制質化研究的信度與

效度上，提出下列方法﹝胡幼慧、姚美華，2003：143-144﹞： 
1.確實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度，指質化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即研究者真正觀

察到所希望觀察到的，有五個技巧有以增加資料的真實性： 
 ○1 增加資料確實性的機率，方法包括：研究情境的控制、資料一致性的確定、資

料來源多元化。 
 ○2 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 
 ○3 相異個案資料的收集。 
 ○4 資料收集上有足夠的輔助工具。 
 ○5 資料的再驗證。 
2.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即外在效度，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有

效的作資料描述與轉換成文字陳述。簡言之，指資料的可比較性與可詮釋性。 
3.可靠性(dependability)：指內在效度，乃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因此如何

取得可靠性的資料，乃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收集策略的重點，研究者亦須將整個

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 
    衡諸上述學者關於質化﹝深度訪談法﹞信度與效度的標準，本文在論述本個案時，

是以下列方式增加研究的可信性： 
一、強化研究者的信譽： 

Alkin 等人認為，質化研究的可信性尤其取決於研究者的信譽，其原因在於 
研究者既是資料蒐集的工具，又是分析過程的中心。而研究者的信譽取決於訓練、經驗、

背景、地位和自我表述(Patton,1990:461)。 
爰此，對研究課題─行銷基本理論的充分掌握，將是十分重要的基礎。所以， 

筆者在既有公共行政的理論基礎上，再加上關於行銷思想的演進、基本原則、管理過程、

地區行銷及相關專題計畫研究等理論研讀，期能進行訪談時蒐集與本研究主題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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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並做精確的詮釋。 
二、訪談相關利害關係人 

Kotler 教授等人(1993)提出一個策略性地區行銷(marketing places)的新方法，來活化

鄉鎮、城市、區域、甚至國家的發展。其構成要素，如圖 1-1 所示，包含： 
第一、計畫的群體(planning group)：地方和區域政府、企業界、市民等； 
第二、行銷因素(marketing factors)：公共設施、吸引力、形象與生活品質、民眾與

都市設計等； 
第三、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s)：投資者、製造業者、企業總部、新定居人口、觀

光客與會議人士、外銷業者等三個層次。 
每一層次有其不同的相關權益人、參與對象、內容與具體做法（詳見第貳章第四節

之陸、「地區(城市)行銷的策略性作法」）。 
 
 
 
 
 
 
 
 
 
 
 
 
 
 
 
 
 
 
 
 
 
 
 
 
 
 

圖 1-1 地區行銷的層次 

資料來源：Kotler et. al. (1993), p.19；汪明生，19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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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Kotler 等人所建構的策略性地區行銷，更進一步認為一地區的潛力乃是決定於

地區對未來發展的強烈企圖心與使命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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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計畫群體為擬定策略的主要

發動力。爰此本文以此標準建構主要訪談的利害關係人。為使訪談資料具有可靠性，本

文並做下列說明： 
第一、訪談對象 

(一)代號 A─表示台北市政府與內湖科技園區有關行政人員，共訪談 A1、   

    A2、A3、A4、A5、A6、A7、A8 等，訪談紀錄詳如附錄 1-1。 

(二)代號 B─記者，共訪談 B1、B2、B3、B4 等，訪談記錄詳如附錄 1-2。 
(三)代號 C─表示與內湖科技園區相關之民間團體組織，共訪談 C1、C2、C3、C4

等，訪談紀錄詳如附錄 1-3。 
(四)代號 D─表示建設公司及不動產仲介公司，共訪談 D1、D2，訪談記錄詳如附

錄 1-4。 
(五)代號 E─表示內湖科技園區週邊社區相關的地方人士，共訪談 E1、E2，訪談

記錄詳如附錄 1-5。 
(六)代號 F─表示專家學者，訪談記錄詳如附錄 1-6 
(七)代號 G─表示園區內廠商(上市公司)，共訪談 G1、G2、G3、G4、G5、G6，訪

談記錄詳如附錄 1-7。 
(八)代號 H─表示內湖地區選出的台北市議員，共訪談 H1、H2，訪談記錄詳如附

錄 1-8。 
(九)代號 I─表示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的專案承辦人11，訪談紀錄詳如附錄 1-9。 

第二、選擇訪談對象標準 
(一)A 類人員 
   A1、台北市政府新聞處長，負責台北市政府的行銷業務。 

   A2、台北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主任，熟稔園區的歷程，早期為記者。 

   A3、台北市政府經濟委員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執行長，主管台北市經 

       濟發展業務，主要負責南港軟體園區。 

   A4、台北市政府建設局長，為園區的權責主管機關。 

   A5、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第一科行政人員，主管園區業務，承辦經驗三 

       年以上，且自訪談建設局長後即被指派提供筆者所需各項資料。 

   A6、台北市政府財政局長，園區獎勵優稅措施擬定的權責主管機關。 

   A7、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長，園區(含周邊)各項設施及意象之規劃全 

       責主管機關。 

   A8、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第一科股長，承辦經驗五年以上，為第一科中 

       專責園區業務之基層主管，訪談內容主要針對該局所擬定之園區相         

                                                 
11 本文於 2004.7.20.論文口試已獲通過，惟口試委員魯俊孟教授希望增加成功地區的行銷經驗以供對照，

原魯教授希望訪談彰化花卉博覽會的相關人員，經後續與彰化縣政府農業局行銷課連續，該局承辦人

及受委託之廣告公司以不方便提供相關資料拒絕，爰另以成功的宜蘭童玩節行銷經驗為訪談內容並歸

納分析如第貳章第四節地區(城市)行銷之陸、「國內地區(城市)的行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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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規劃方案之後續執行情況。 

(二)B 類人員─均對科技產業與園區發展熟稔者，並分屬不同報系之媒體記者。 
   B1、對大陸台商產業動態長期觀察，並經常受訪於各電視媒體、熟稔 

       中共招商策略之資深記者。 

   B2、主跑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與園區相關組織互動密切，並屢次報導 

       園區之記者。 

   B3、主跑園區對建商、廠商及產業動態等有深入了解，並經園區服務 

       中心推薦之記者。 

   B4、主跑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與園區相關組織互動密切，並屢次報導 

       園區之記者。 

(三)C 類人員 
   C1、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副理事長、台北市展覽暨會議商業同 

       業公會理事長，熟稔園區歷程與產業動態。 

   C2、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為該協會日常業務之實際推 

       動者，早期並任職於遠雄集團之大都市建設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職 

       務。 

   C3、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管理聯合會籌備處總幹事。 

   C4、台北市工業會理事長，台北市長與園區廠商座談除發展協會外， 
       必邀請之與會人員，並為台北市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熟稔園區歷    
       程與產業動態。 
(四)D 類人員 
   D1、筆者在分析相關文獻過程中，發現造就今天內湖科技園區的產業 
       聚落，1996 年遠雄集團首先興建的高科技廠辦大樓有火車頭的引 
       導作用，而 D1 為當時主要負責之專業管理人員。 
   D2、園區週邊地域最大之不動產仲介公司總經理，積極參與服務中心 

       與發展協會之各項事務，熟稔園區歷程產業、建商動態，早期亦 

       任職於遠雄集團之大都市建設。 
(五)E 類人員 
   E1、園區週邊之瑞光里長，台北市長與園區廠商座談會必參與之地方人   

       士，熟稔園區發展歷程及各項公共建設，亦為土木技師。 

   E2、園區週邊之港墘里長，任職里長達三十五年，熟稔園區發展歷程。 
(六)F 類人員─為企管專家，並同時擔任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副總召 

集人，熟稔行銷理論並參與園區決策事宜。 
(七)G 類人員─均為台灣排名前五百大上市公司之園區內廠商，並分別代 
   表早(1995 年園區整地施工完成至 2001 年園區服務中心成立間進駐 )、中(園區

服務中心成立後一至二年)、近期(最近二年)進駐之園區內廠商。 
   G1、早期進駐之園區廠商。 

   G2、早期進駐之園區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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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中期進駐之園區廠商。 

   G4、中期進駐之園區廠商。 

   G5、近期進駐之園區廠商。 

   G6、近期進駐之園區廠商。 
     (八)H 類人員─內湖地區選出的台北市議員，對內湖科技園區熟稔12，且分 
        屬不同的政黨屬性。 
        H1、親民黨籍市議員，熟稔園區。 
        H2、民進黨籍市議員，熟稔園區。 
     (九)I 類人員─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專案承辦人，雖然童玩節為地區之事件 

行銷活動，基於該活動的成功經驗與評析，亦可萃取出地區行銷的發展 
要素。 

 
綜合第一項之訪談對象與第二項訪談標準整理成表 1-9。 

                
表 1-9  訪談名單(按時間序) 

編號 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 訪談地點 訪談標準說明 
1 2003.10.3. B1 咖啡廳 長期觀察大陸台

商相關的產業動
態，並經常受邀
於各電視節目。 

2 2004.2.11. A1 辦公室 台北市政府新聞
處長，負責台北
市行銷業務。 

3 2004.2.19. A2 實踐大學 
國際會議廳 

台北內湖科技園
區服務中心主任 

4 2004.2.24. A2 辦公室  
5 2004.2.24. C1 內湖科技園區

服務中心辦公
室 

台北內湖科技園
區發展會協副理
事長、台北市展
覽暨會議商業同
業公會理事長 

6 2004.2.24. A2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約一小
時 

7 2004.2.25. A3 辦公室 主管南港軟體園
區 

8 2004.2.27. A4 辦公室 1.台北市政府建
設局長。 
2.當日陪同人員
包括市府園區主
管科長及 A2。 

9 2004.3.8. C2 辦公室 台北內湖科技園
區發展協會總幹
事，為該會實際
業務之推動者。 

10 2004.5.10. A5 辦公室 1.台北市政府建
設 局 一 科 承 辦
人，承辦業務經
驗三年以上。 
2. 當 日 除 訪 談
外，並以一個工

                                                 
12 筆者曾擬邀約其他內湖地區選出之市議員進行訪談，惟擬受邀約之市議員均以對內湖科技園區不熟悉

為由而拒絕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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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天在該處查閱
內科相關歷史檔
案卷宗。 

11 2004.6.2. D1 辦公室 遠雄集團下大都
市建設行銷經理 

12 2004.6.28. E1 辦公室 瑞光里里長，熟
稔園區發展歷程
及公共建設。 

13 2004.6.29. B2 咖啡廳 主跑台北市政府
建設局之記者，
與園區相關組織
互動密切，屢次
發表對園區之報
導。 

14 2004.6.29. B3 咖啡廳 主 跑 園 區 內 建
商、廠商及產業
動態之記者，並
為園區服務中心
主任推薦訪談。 

15 2004.6.29. B4 咖啡廳 主跑台北市政府
建設局之記者，
與園區相關組織
互動密切，屢次
發表對園區之報
導。 

16 2004.6.30. A2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約一小
時 

17 2004.7.1 A2 辦公室  
18 2004.7.1. C3 辦公室 台北內湖科技園

區管理聯合會籌
備處總幹事 

19 2004.7.2. F 辦公室 企管專家，並擔
任台北市政府經
濟委員會副總召
集人。 

20 2004.7.2. C4 辦公室 台北市工業會理
事長，為台北市
長與園區廠商座
談 必 邀 請 之 人
員，熟稔園區歷
程與產業動態。 

21 2004.7.2. G1 辦公室 早期進駐園區大
廠。 

22 2004.7.4. D2 辦公室 內湖科技園區區
域內最大之不動
產仲介公司總經
理，熟稔園區內
建 商 及 產 業 動
態。 

23 2004.7.4. E2 辦公室 港墘里長，任職
里長已達三十五
年，熟稔園區發
展歷程。 

24 2004.7.5. G2 辦公室 早期進駐園區大
廠。 

25 2004.7.5. G3 辦公室 中期進駐園區大
廠。 

26 2004.7.6. G4 辦公室 中期進駐園區廠
商。 

27 2004.7.6. H1 辦公室 親民黨籍台北市
議員，內湖地區
選出，熟稔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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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 
28 2004.7.6. H2 辦公室 民進黨籍台北市

議員，內湖地區
選出，熟稔園區
發展歷程。 

29 2004.7.7. G5 辦公室 近期進駐園區廠
商。 

30 2004.7.7. A6 辦公室 台北市政府財政
局長，擬定對園
區廠商優惠措施
之 權 責 主 管 機
關。 

31 2004.7.8. G6 辦公室 近期進駐園區廠
商。 

32 2004.7.8. A7 辦公室 台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長，擬定
對園區(含周邊)
區域規劃之權責
主管機關。 

33 2004.7.29. A8 辦公室 台北市政府建設
局第一科股長，
承辦經驗五年以
上，為第一科專
責園區之基層主
管，熟稔園區現
狀與業務。 

34 2004.12.16. A4 辦公室 有新的發現或疑
問，進行第二次
訪談。 

35 2004.12.29. I 電話訪談 宜蘭國際童玩藝
術 節 專 案 承 辦
人，熟稔童玩節
承辦過程。 

說明：A 類人員─台北市政府行政人員(對於 A2 有五次訪談，實因當時背景：或   

                因工作繁忙，突然中斷，或因有新的發現或疑問，再次訪談)。 
      B 類人員─記者。 
      C 類人員─與園區相關之非營利組織。 
      D 類人員─建商及不動產仲介公司。 
      E 類人員─園區週邊之地方人士。 
      F 類人員─學者專家。 
      G 類人員─園區內廠商。 
      H 類人員─台北市議員。 
      I 類人員─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專案承辦人。 
 
第三、訪談大綱 
    (一)整體訪談內容說明 
     1.本問題基本上是根據行銷管理的基本架構，即行銷情境分析、行銷規劃、    

       行銷執行、行銷評估等設計。 

     2.除個別受訪者訪談的主軸問題外，並隨時因受訪者對問題的看法或回答 

      的態度，而有增加訪談問題的情形，茲因繁複故不予列入。 

     3.對於 A2 有五次訪談，實因當時背景：或因工作繁忙，突然中斷，或因有 

      新的發現或疑問，再次訪談。 

     4.對於 I 類人員的訪談，希望經成功的行銷經驗與評析，萃取出可共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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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發展之要素。 

    (二)個別訪談內容說明 
     1.A 類人員─為市府行銷主體，訪談內容的主軸在於： 
       ○1 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歷程 
       ○2 內湖科技園區的產業現況 
       ○3 內湖科技源園區的優、劣勢 
       ○4 內湖科技園區的定位 
       ○5 內湖科技園區吸引廠商進駐的原因 
       ○6 內湖科技園區的問題 
       ○7 內湖科技園區的行銷組織結構 
       ○8 內湖科技園區的規劃方案(建設系統、財政系統、都市發展系統等角度) 
       ○9 執行後的效益(廠商滿意度)評估 
       ○10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願景 
     2.B 類人員─為媒體記者，訪談內容除 B1 人員在於了解大陸的招商策略 
      外，其餘訪談的主軸在於： 
       ○1 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劣勢 
       ○2 內湖科技園區吸引廠商的原因 
       ○3 台北市政府在行銷內湖科技園區的作法與改進之道 
       ○4 內湖科技園區的問題 
       ○5 採訪過程中廠商曾表達的需求 
       ○6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性 
     3.C 類人員─為因園區成立的非營利組織，訪談內容的主軸在於： 
       ○1 該組織與園區互動關係的自我角色定位 
       ○2 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劣勢 
       ○3 內湖科技園區吸引廠商進駐的原因 
       ○4 內湖科技園區的問題 
       ○5 與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互動 
       ○6 對園區未來的發展期許 
     4.D 類人員─為建商與不動產仲介公司，訪談內容的主軸在於： 
       ○1 為何選定內湖科技園區 
       ○2 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劣勢 
       ○3 如何對內湖科技園區這個產品進行行銷定位，及以何種方式促銷園區 
       ○4 廠商進駐內湖科技園區的原因及購後行為如何 
       ○5 市府對園區有那些需改進之處 
       ○6 對園區未來的期許 
     5.E 類人員─為地方人士，訪談內容的主軸在於： 
       ○1 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歷程，及為何造成今日的榮景 
       ○2 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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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廠商進駐內湖科技園區後對周邊社群造成的影響 
       ○4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性 
       ○5 對園區未來的期許 
     6.F 類人員─為內湖科技園區相關之學者專家，訪談內容的主軸在於： 
       ○1 內湖科技園區的定位是否正確 
       ○2 松山機場規劃為兩岸直航機場對內湖科技園區的影響 
       ○3 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劣勢 
       ○4 行銷內湖科技園區的重點與策略 
       ○5 台北市如何與其他縣市做行銷上的區隔 
       ○6 台北市政府在對外招商上的困難 
       ○7 內湖科技園區未來的發展遠景 

7.G 類人員─為進駐園區之廠商，即市府行銷的消費者，訪談內容的主軸 
   在於： 

      ○1 內湖科技園區的優、劣勢 
      ○2 貴公司當初選定內湖科技園區的原因 
      ○3 台北市政府所做的產業調查是否真能反映廠商的意見 
      ○4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的功能性 
      ○5 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的功能性 
      ○6 對園區未來的期許 
     8.H 類人員─為台北市議員，訪談內容的主軸在於： 
      ○1 造成今天內湖科技園區發展的因素為何 
      ○2 議會將給予內湖科技園區何種協助 
      ○3 台北市政府在行銷內湖科技園區上有何須加強之處 
      ○4 對園區未來的期許 
     9.I 類人員─為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專案承辦人，訪談內容的主軸在於： 
      ○1 舉辦宜蘭童玩藝術節的構想(創意)是如何產生 
      ○2 專責執行童玩藝術節的蘭陽基金會定位屬性 
      ○3 第一屆(1996 年)童玩節的經費是如何籌募，以及總投資金額為何 
      ○4 第一屆(1996 年)童玩節為何造成轟動，以及如何進行行銷 
      ○5 自 1996 年起至 2004 年止舉辦的七屆活動，可否提供盈餘數字 
      ○6 2004 年的行銷組織分工規劃縝密，何時進行有組織的分工配置 
      ○7 2004 年童玩節有哪些贊助廠商，如何與贊助廠商進行接洽，以及有否  
        評估分析廠商爲何進行贊助 
      ○8 2004 年童玩節的門票價格如何產生 
      ○9 1999 年曾委託世新大學及 2002 年曾委託宜蘭技術學院進行觀光效益評 
        估研究，此兩份報告有無分析出童玩節造成龐大效益的原因 
      ○10童玩節除縣府組織外，有無民間組織參與，如何進行 
      ○11專責組織之人力是否充沛，如何進行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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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訪談紀錄 
      每次紀錄後，筆者對口頭訪談者均會重複口述訪談者對問題答覆的內容， 
      以求確認無誤；對經由電話訪談者，會將整理後之記錄以電子郵件回寄受 
      訪者，務求確認無誤。 
第五、廠商訪談部份 

    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曾對園區廠商進行一次問卷調查，惟因回收率過低而

無法建立廠商進駐或需求之相關資料。對此，筆者除訪談六家分別代表不同時期進駐

園區之上市公司外，亦將透過 2003 年 6 月台北市主計處所公佈之《台北內湖科技園

區廠商調查初步分析報告》，及從 2001.4.30.至 2004.1.6.臺北市長馬英九八次與園區廠

商座談紀錄中，以文獻分析方式歸納園區廠商進駐的原因（即消費行為分析），以及

對園區的滿意度等，期望彌補可能的研究限制。 
    總之，本文訪談部份不足之處，均將以文獻資料分析整理的方式加以補強，同時

這也將是本文研究之限制所在。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文在研究上可能遭到的限制，包括： 
壹、個案類推上的限制 
    深度及詳細的定性方法基本上來自對少數個案進行研究，但由於數目太少以至於難

做令人信服的「類推」(generalization)，本文所做的「台北市政府之內湖科技園區個案

分析」亦將受到此項限制，因此，本文之研究結果將僅限於台北市的行銷經驗，難以類

推到其他類型地方政府亦須採取同樣的策略；惟學者陳向明在其所著《社會科學質的研

究》(2003)一書中，提出一段甚為有趣的論述：「在研究設計階段，我們需要說明研究的

結果屬於地方性知識，只侷限在樣本本身，不企求推論到抽樣總體。但是，如果讀者在

閱讀研究報告時得到了思想上的共鳴，那就是一種認同性的推類﹝或稱思想上的啟發或

啟示﹞；而如果本研究建立的理論具有一定的詮釋性，也可能起到理論性推論﹝或稱理

論的影響或輻射﹞的作用」﹝陳向明，2003:135；藍永蔚，1999:10﹞。 
    對照上述的論述，即便本個案難以推論，只要對其他類型的地方政府在行銷策略與

做法上有所啟發，亦為本文所產生類推的效果。尤其本文曾於研究範圍時說明，內湖科

技園區是一個極為獨特的個案，透過本文對其發展過程的論述，相信對於中央政府及其

他爭取科學園區設立的地方政府，將會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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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蒐集上的限制 
    囿於個人能力、時間及經濟來源，可能造成對研究課題在資料搜羅上，無法窮盡

的限制。為此，首先本文將就 2003 年 6 月台北市主計處所公佈之《台北內湖科技園

區廠商調查初步分析報告》，2001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06 年 7 月 27 日止這段期間臺北

市長與園區廠商九次的座談紀錄，2004 年 6 月台北市政府主計處第二次公佈之《台北

內湖科技園區、大彎南段工業區暨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廠商分析報告》，以及 2005 年 6
月第三次公布之《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大彎南段工業區暨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廠商分析

報告》等既有資料進行文獻分析。此外，值得說明的是，本文第四章對內湖科技園區

產業發展與趨勢分析的資料，主要根據 2003 年及 2004 年二次的產業調查報告，雖然

台北市政府在 2005 年 5 月底公布第三次產業調查報告，但基於第四章對內湖科技園

區各項產業資料分析完後，台北市政府方公布新資料，盱衡其基本產業結構與趨勢不

變情況下，爰此，第四章在 2005 年第三次調查報告資料上引用，僅針對園區廠商總

家數、總從業人員及全年總產值等數字予以修正外，主要分析資料仍以 2003 年及 2004
年為主。而 2005 年第三次調查報告資料將在第七章行銷稽核中，再與其他二次報告

作細部分析。亦即本文資料蒐集的時間，將涵蓋自 1985 年 1 月 15 日內湖輕工業細部

計畫正式公告實施日起至 2006 年 7 月 27 日台北市長與園區廠商的第九次座談會為止。 
    其次，Kotler 教授等人提出之策略性地區行銷模式中，對地方行銷計畫之群體區

分為市民、地方和區域政府，以及企業界等之互動關係。基此，本文在訪談對象上，

已盡量涵蓋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惟地方或區域政府的主事者，對於地區發展的願景亦

應被深入了解。筆者亦知台北市長對內湖科技園區的願景定位與未來發展規劃對本文

的重要性，因此從 2004 年 4 月起即開始至 2005 年 4 月底止，多次透過從時任台北市

政府新聞處長到當選立法委員的吳育昇先生，以及台北市議員林奕華小姐等商請市長

辦公室安排一小時的訪談，並多次傳遞訪談大綱如表 1-10，但馬市長辦公室均以不克

排出行程為由予以婉拒。雖然不能訪談到馬市長對園區的發展構想，本文亦從其他新

聞媒體報導或出版品(如台北畫刊)中搜集市長對園區的相關資料，以及針對下述訪談

大綱再次訪談台北市政府建設局長，以彌補無法訪談市長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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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台北市長預定訪談大綱 

題   號 內                                      容 

壹、 

       一、 

 

 

 

       二、 

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基本資料 

市長您好，我是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宋吉德，現正撰寫博士論文：「台

北市政府行銷策略之研究─以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為個案分析」，由於論文口試初

步已通過，惟須進行修正，因此您的訪談對我的論文十分重要，敬請  不吝指

教！如蒙您同意，訪談時間至多為一小時！ 

學生的聯絡電話：02-××××××××；09××-××××××；×××××××.soong@msa.hinet.net 

預定訪談大綱 

請問市長，您為何會將內湖輕工業區更名為「科技」園區？您的期許為何？ 

請問市長，您對內湖科技園區的定位為何？為何做出如此的定位，有無經過專

家會議評估？ 

請問市長，您對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或行銷)策略為何？ 

請問市長，台北市未來建立的台北科技走廊(TCC)將以內湖科技園區為核心，甚

至為推動的引擎，但是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或行銷)，常涉及市府跨局處的業務 

，請問您有無考慮成立一個整合性組織統籌辦理？ 

請問市長，市府建設局曾對內湖科技園區未來的發展與前景規劃執行方案，您

認為是否真能達到吸引廠商的行銷目的？還有，應如何落實？ 

請問市長，市府建設局曾委託中華民國科學管理學會進行「台北市科技產業發

展暨招商策略之規劃」案，您認為這份報告的招商策略是否符合您的期望？是

否可行？ 

經過學生對相關局處首長的訪談後，首長們均認為您是台北市最佳的行銷人員 

，請問市長，您的國外招商有無策略據以遵行？招商後，有無進行效益評估？ 

學生曾訪談過內湖科技園區週邊附近的里長，他們對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就

內湖區居民的角度迭有怨言，請問市長，您認為內湖科技園區應如何與內湖區

周邊居民相互融合？ 

 

 
    再者，本文在 2004 年 7 月 20 日即獲口試通過，惟口試委員魯俊孟教授希望再補

充成功的行銷經驗資料，並指定要求蒐集或訪談當時獲選為國際行銷傳播經理人協會

評比行銷金牌獎的彰化花卉博覽會的資料。經奉指示後，筆者即聯繫承辦此項比賽之

國際行銷傳播經理人協會，幾次與該協會聯繫後，得知是由彰化縣政府農業局送出參

賽，復與該局行銷課承辦人聯繫，承辦人稱是由民視公司企劃，請再與民視公司聯繫，

經聯繫後民視公司企劃單位答覆這是屬於該公司的智慧財產權不方便提供；後再與國

際行銷傳播經理人協會聯繫，該協會又請筆者與該協會秘書長聯繫，由於該協會秘書

長正在國外，經幾次電子郵件往返，該協會秘書長復推薦本次比賽之評選組召集人華

得廣告董事長接受訪談，多次與該公司聯繫並傳遞訪談大綱如表 1-11 後，終於連繫

上該董事長並在電話中預定訪談時間時，該董事長只回答：「花卉博覽會成功之處，

在於它整合了政府的力量，以及包括民生報、民視與電通等媒體的力量；不過它雖然



52 

成功讓消費者知道這個活動，但是它的顧客滿意度非常差」(2004.8.17.)，筆者尚未進

一步針對他的答覆進行深度訪談，便以開會為由中斷訪談。 
  

表 1-11 華得廣告公司葉董事長預定訪談大綱 

題  號 內                                      容 

    一、 

 

    二、 

 

    三、 

    四、 

    五、 

行銷策略究竟是一句口號，或是若干概念的組合(如目標市場、行銷定位、行銷要素

組合)？ 

貴協會以策略、執行、創意、成果及其他特色等五項分類標準，來評審參與的個案，

請問此五項標準有無理論基礎的依據？ 

就前項五項標準，彰化縣政府舉辦的花卉博覽會獲得金牌獎的原因何在？ 

就您豐富的行銷經驗，政府部門在行銷上有哪些需改進之處？ 

您對台北市政府在行銷台北市這個城市有何建議？ 

 
    雖然上述管道均受限，惟爲獲取口試委員指定之成功行銷個案資料，筆者再透過

民進黨籍新潮流派系的台南市議員在該派系的內部集會中向屬於同一派系的彰化縣

長翁金珠商請提供相關資料，翁縣長雖然同意提供，但又稱該案已委託明道管理學院

進行後續的績效評估，全部資料須等該學院評估報告提出後再提供。後經幾次與縣長

辦公室聯繫，寄來者卻是花卉博覽會的文宣資料，如導覽手冊與周邊景點，以及沒有

題目設計的顧客問卷統計表。自此，口試委員要求補充之資料無法如願進行與獲得；

惟爲彌補此項現制，另在本文第二章第四節地區行銷之陸、「我國地區(城市)行銷的文

獻回顧」補充為更知名的宜蘭國際童玩節之行銷經驗並加評析，以期萃取成功的行銷

作法。 
    最後，在本章第一節研究動機中即曾敘述城市競爭並非僅限於同一政治體系內的

城市，甚至不同政治體系區域間的城市亦已呈現相互競爭的態勢，如中國大陸的上

海，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筆者亦不可能親赴各城市蒐集相關資料。因此，對於其他

城市的資料將以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發行的《2000 年全球城市發展調查報告》系

列報告，以及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所發表之《台北市科技產業發展暨招商策略之規

劃》(2004 年)專案研究報告，在該報告中對亞洲主要的城市招商過程均有敘述等，來

補充無法親自蒐集資料之限制。 
      亦即本文的研究限制，除了彰化花卉博覽會另以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來替代外，

其餘均透過對既有文獻整理的方式加以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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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流程 

    本文進行的流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如圖 1-2： 
第一階段：蒐集相關資料 
    確定研究動機後，再確立研究目的與問題，澄清研究的主要範圍，說明研究使用的

方法，進行與本文相關之文獻資料蒐集，最後說明研究限制。 
第二階段：訪談 
    為本文之重心所在，藉由文獻、理論的整理逐漸梳理出研究的架構(台北內湖科技

園區的發展歷程中台北市政府對該園區的行銷管理過程，包括行銷情境分析、行銷規

劃、行銷執行、行銷評估等)，開始對擬定之各類人員進行訪談(訪談紀錄如附錄 1-1 至

1-9)，同時併行各項次級資料(報紙、雜誌、政府出版品等)的分析，以便同時修正或增

加訪談內容，最後做成訪談紀錄。 
第三階段：撰寫、分析、歸納 
    將訪談記錄併入應用於研究架構所欲論述之各章節中，並以粗黑之字體標示受訪者

之意見。 
第四階段：結論 
    對照於第一階段之研究目的與問題，一一說明對照得出本文的研究發現並提出後續

需改進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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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研究動機  
   
 確立研究目的與問題  
   
 確立研究範圍  
    文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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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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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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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本文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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