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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內容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政府的存在的目的，在於維持制度的有效運作。從自由經濟理論的基礎來看市

場機能，認為市場經由人類從事經濟活動，在「利己心」（self-love）及追求利潤

或效用最大的前提下，透過「市場機制」這隻「看不見的手」（invisible hand），

自然會達到個人私利與社會公益協調的結果；新古典經濟學即認為，政府的角色愈

小愈好。惟由經濟史證明，經濟成長有些經由市場調控的企業所表現出來，但某些

方面卻是有政府指導設計的功效（楊國義，1996：42）。 

政府對於市場或多或少會有介入市場的動作，不論是在「經濟目標」或「社會

公平」的前提下適度的介入。當市場運作效率不佳，或是制度產生問題時，政府為

創造有利的制度環境或解決「市場失靈」的問題時，「政府干預」才會發生；政府干

預（或管制）主要目的在於「市場失靈」的解決，同時在經濟計劃的前提下，政府

亦有可能因經濟原因對市場進行干預或管制，其主要目的很單純，即在於「增加市

場效率」。 

政府干預的市場概念，強調政府干預是在市場的架構中進行，其目的是要改善

市場結構，建立開放的經濟體系和一個較小的公共部門，因此政府的干預是以一種

中性的政策，祛除影響市場機能的障礙，刺激經濟發展（丁萬鳴，1992:102）。新古

典經濟學將政府假設為追求「有效率」的觀點來分析，但「何以政治家經常未能達

到效率的目標？」這個問題，卻導引出經濟學的另一個研究範疇「政府失靈」。 

政府是由「人」所組成，相同於「人」或「廠商」會造成「市場失靈」，政府的

干預或管制亦可能失去其效果，此時便會產生「政府失靈」情況，甚或導致另一個

「市場失靈」情況。從這個觀點來看，政府在經濟成長及市場中的「角色」、政府採

行的「干預」、這些干預所希望達成的「效果」、以及這些效果是否達到「目標」亦

或是「成效不佳」，構成了以「經濟角度」研究政府政策及執行成效的一個途徑。 

檢視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時，工業發展被視為重要的指標之一，開發工業區則

是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用地的積極方式。分析台灣地區的工業用地來源主要有三：都

市計畫所劃定之工業區、非都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地、依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

升級條例所編定之工業區三種。就供給角度來看，台灣地區工業區土地的供給來源

有兩個途徑，一是政策面的供給，如由經濟部工業局、省政府建設廳和興辦工業者

提出申請，經經濟部同意後開發的編定工業區；另一則是計畫面的供給，即根據區

域計畫法、都市計畫法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於都市計畫區內劃設之工業區

以及非都市土地中的丁種建築用地。 

以上兩種工業區體系各有不同的規劃機關、開發程序與管理單位，因此部分研

究認為不同體系之工業用地，已使台灣工業區體系呈現雙元的現象。截至 2000年止，

依獎勵投資條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編定之工業區佔台灣地區所有工業用地

10,782 公頃，佔所有工業用地之 21.49%，都市計畫工業區約 22,381 公頃，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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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1%，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 17,011 公頃，約佔 33.9%1。由用地來源來看，三

種工業用地來源已約各佔工業用地來源之三分之一，在這種近乎三足鼎立的情況

下，不同工業用地體系來源間之制度，是否造成發展上的差異？為引發本研究探討

工業用地研究的楔子。 

從政策的角度來看，編定工業區的開發，緣起於 1960 年（民國 49 年）第一個

由政府開發設立之六堵工業區，同年獎勵投資開發條例頒布實施；之後成立工業局

第五組專司工業區開發管理工作，其後為配合 1991 年底獎勵投資開發條例即將屆

滿，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於 1990年頒布實施，繼續延續工業區開發之政策，政策上的

目標明顯；都市計畫工業區則似乎較不具有提升產業的政策意義，主要目的在於維

護都市生活品質，解決都市工業污染問題；非都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地則角色更不

明顯，主要受區域計畫之指導發展，經濟上的政策目的在於促進區域發展。在管理

體制及發展目標不同的情況下，理論上三種工業用地的發展應呈現出不同的狀態，

成效亦應理所當然產生差異。 

另從政府角色來看，政府介入市場機制之主要理由，在於解決市場失靈的問題。

由台灣地區工業用地的三種提供來源，在政府制度上，由於戰後台灣百廢待興，快

速的經濟復甦及成長成為重要課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主導編定工業區之劃設，以

提供工業生產用地，目的在於企圖以充裕及低廉之土地提供生產所需，解決廠商因

進入市場門檻過高所衍生的市場失靈情況，本質上屬於經濟計劃的手法，因此依獎

勵投資條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劃定之編定工業區，即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所產出

的經濟發展工具，所受到的制度支持最多，自土地取得、土地售價、以至於行政程

序的簡化及獨立，都較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為多，就政策面

的經濟功能來看，編定工業區似乎肩負著較多的經濟目標及政策意義；都市計畫工

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土地使用管制的目標高於經濟目標，劃設及管理

體系不同於編定工業區，市場土地取得操作方式為自由市場交易模式，同時實際管

制內容的執行上，都市計畫工業區管制又較非都市土地來得嚴格，檢視目前非都市

土地制度及其管制效果，發現制度上政策意義並不明顯，管制效果亦不佳。 

依經濟學上政府介入市場之觀點，介入市場的主要功能應是使市場具有較高的

操作結果，即較高的廠商生產效率，由此觀點來看政府制訂的制度完整性及政策目

標，工業區廠商生產效率應以編定工業區效率最高，都市計畫工業區次之，非都市

土地丁種建築用地生產效率最低，此一想法亦符合一般對工業區用地生產效率普遍

認同之看法
2。 

政府干預市場的結果，勢必對於廠商生產效率產生影響，干預或管制的目的，

在於期望藉由干預使市場更具有效率，在政府對不同工業用地來源進行制度上不同

的設計及程度上不同的干預時，廠商生產效率所受到的影響為何，以及效率所將呈

現出來的差異為何，則成為瞭解政府政策成效的另一個途徑。 

另政府對市場干預的目的，在於透過個人或廠商依據干預下的制度執行生產或

消費行為，達到有效率的目標，也就是利用對個人或廠商等私部門之限制或影響，

是市場更加完善，故干預市場之措施係由私部門執行。惟當私部門依據政府制訂之

「遊戲規則」進入市場卻無法達成效率目標，政府措施不符廠商生產行為要求時，

                                                 
1 統計自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2001）。另工業局（2000）統計數據則為編定工業區佔 63.6%，面

積達 40,768 公頃，都市計畫工業區佔 27.7%，丁種建築用地僅佔 8.7%，應係包含預計開發編定工業

區之面積。 
2 研究中經與工業區委託開發單位及主管單位進行一般性的訪談，因編定工業區之土地制度較佳、入

駐廠商規模及產值較高，普遍看法認為編定工業區應較其他用地來源有較高的生產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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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預措施反將造成「市場失靈」的情況。 

政府的干預與市場自由經濟的操作，究竟何者才是正確的市場運作方式，何者

可以獲致較高的私部門效率，各有其適用的情況及學理上之看法，有待研究加以驗

證。綜合以上的說明，因此本研究之主要動機為：『以台灣工業用地政策，驗證政府

對工業用地之「干預」，是否具有「私部門的廠商效率」或是為「公部門的政府失靈」，

干預對廠商生產效率的影響又為何？』。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想法，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過去實行多年的工業用地相關制度及政府

政策效果進行研究，面向分為政府政策及廠商生產效率兩個觀點相互分析檢驗。本

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於： 

1.瞭解政府在工業用地開發時所採用的政策，干預的前提及方式為何，是否是

有效的政府干預，是否達成「市場效率」或是「政府失靈」。 

2.對於廠商進行生產效率分析，用以驗證不同工業用地干預或管制政策措施的

實施，在經濟上之所呈現出來的效率表現，以及對廠商生產效率所造成之影

響。 

3.對政策及效率進行相互檢驗研究，並將目前三種工業用地分別分析的結論，

提供作為政府未來對工業用地政策之制訂參考。 

本研究所要達成的研究目的概念如圖 1-1 所示。 

工業區開發

工業區(用地)開發效率

政策與效率間之檢討工業區用地政策

檢討,反饋

有無效率

工業用地
提供狀況

瞭解工業
用地起因

 

圖1-1 研究目的圖 

二、研究內容 

綜合產業及工業用地上之影響因素、現象所引發之研究動機以及所希望達成的

目的，本研究主要研究內容整理如下： 

（一）政策分析部份： 

1.工業區變遷內容的說明：說明台灣自 50年代至現階段的工業用地區法令變動

情況，以及工業用地開發變動狀況，以作為後續政策分析之參考。 

2.工業區開發政策形成及分析：藉由分析各工業用地制度形成之過程，檢視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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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業用地政策所要達成的政策目標，以及擔負政策角色的變化情況。 

3.政府干預及角色的分析：對不同工業用地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干預進行說

明分析。 

（二）效率分析部份： 

主要係利用資料包絡分析法（DEA）所進行之效率分析。包括： 

1.行政區域之工業效率分析：以行政區域（縣、市）分析其所轄研究分區（里）

之工業生產效率，藉以瞭解地域性的差異是否對工業生產效率產生影響。 

2.工業用地效率分析：瞭解三種不同類型工業用地是否具有私部門的廠商效

率，同時對於都市計畫區內之違規工業使用分析其工業生產效率，藉以與工

業用地政策進行比較，以分析不同體系提供之工業用地是否有對廠商生產效

率產生效率之差異，以及政府干預對私部門廠商生產效率的有效與否。 

（三）綜合分析及整體建議：針對政策分析及效率分析的結果，進行相互驗證的分

析，並將結果提供作為未來開發建議。 

最後綜合政策及效率之分析結果，提出對目前國內工業用地政策之建議方向。

研究內容圖示如圖 1-2 所示。 

工業用地法令演變

廠商的行為基礎
工業用地開發數量變遷

分析

工業區用地政策的分析

未來工業用地開發建議

政
府
角
色
與
政
府
干
預

政策面 效率面

行政區域工業
生產效率分析

各類工業用地效率分析
（含違規土地使用）

廠
商
行
為
與
生
產
函
數

追求有效率的政策所進行之分析

不同工業用地政策
及制度形成分析

DEA資料包絡分析法

 

圖1-2 研究內容說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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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資料限制說明 

一、研究時間範圍 

本研究對研究時間範圍之界定，主要分為數列資料分析及文獻資料分析等兩部

分。包括： 

（一）文獻資料部份 

文獻資料部份，主要包括研究所需理論及相關政策研究時，相關工業區政策以

及經濟政策資料彙整分析之用，內容包含以下幾個部份： 

1.相關理論及研究文獻之檢驗。 

2.工業用地法令變遷與實際開發內容變動之說明分析。 

3.工業政策分析：自 1950年至 2002年間之相關制度形成分析。 

等部份分析所需使用到之文獻、二手資料以及相關政策資料。 

（二）數列資料部份 

數列資料主要用於進行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不同工業用地廠商效率時之用，資

料使用 1996 年（民國 85 年）台閩地區工商普查統計資料作為數值分析基礎，投入

資料共包含 163,818 筆廠商資料，計 6,663 個村里分區，經刪除數值為零及具有漏

失值之資料，總計投入資料計 162,946 筆廠商資料，有效村里分區 6,568里。 

利用 1996年統計資料之原因係： 

1.本研究目前尚無法取得 2001 年（民國 90 年）工商普查統計資料中個別廠商

作為統計基礎之原始資料檔。 

2.本研究進行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所在村里調查時，由

於土地數量眾多，無法採用實際調查整理統計資料或問卷方式取得，因此採

用 GIS 地理資訊系統以疊圖方式將所在里界套繪得到研究分區，目前收集所

得之 GIS 底圖為 1996 年版之建置資料，更新之全台灣地區相關土地利用圖

檔目前並無。 

基於上述二個原因，因此資料年期上採用 1996年資料作為分析基礎資料。 

二、研究空間範圍 

(一) 研究分區之界定 

研究分區上，過去研究工業區之研究者所界定之研究空間範圍，有以總體經濟

觀點研究整體產業結構而不涉及空間者，有以縣市、都會區、區域、台灣地區等各

種不同之範圍研究者，其範圍界定端視其研究目的所需而有所不同。 

為瞭解不同之制度下對效率之影響，本研究對於編定工業區、都市計畫工業區

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進行效率分析時，如以鄉鎮以上之地區作為研究分區，

將產生範圍過大之問題，研究區內包含多種工業用地之情況，無法釐清實際成效之

來源究竟為何種工業用地所產生之影響。如以較小之區域作為研究分區，則有助於

區別不同地區之用地屬性，同時對於沒有編定工業區存在之地區，亦可以檢視其都

市計畫工業區或非都市土地之劃定成效；因此本研究空間範圍上選定以台灣本島各

村里作為基本研究分區，離島之金門縣、連江縣及澎湖縣不在本研究範圍內，主要

原因係相關都市計畫分區所轄里界名稱、該縣市土地使用整體資料及產業人口資料

等並不齊全，無法與其他縣市作一致性之研究，且離島地區環境背景特殊，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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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情況並不相同，因此不納入研究範圍中，研究範圍共包含台灣本島之 22 個縣市

範圍。 

(二) 研究資料之空間界定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依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劃設之編定工業

區、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三部分，分別說明資料之空間界定方式（資料有

效之研究分區）： 

1. 編定工業區：編定工業區之範圍，定義在目前歸經濟部工業局所屬工業區

服務中心管理之工業區，總數為 61 個，其所屬里名以問卷方

式對各服務中心進行調查所得，共計 122里。 

2. 都市計畫工業區：以 GIS 套繪方式取得所在地區里名資料，計 1,377里。 

3. 非都市土地部分：由於目前 GIS 圖檔僅有分區資料而無用地資料，因此無

法將丁種建築用地加以分離，故將編定工業區及都市計

畫區外之非都市土地之里均歸入同一類。由於非都市土

地在現今管制系統下，幾乎呈現自然發展現象，因此直

接就其有效之里進行分析，代表非都市土地工業廠商生

產效率，非都市土地之里計 1,500里。 

4. 都市計畫區內非工業區土地：即都市計畫區內違規之工業使用，共計 3,569

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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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流程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 文獻回顧 

    透過文獻回顧，對目前工業用地的研究範疇，以及相關政府角色、政府干預、

政府失靈、廠商行為及生產函數的立論基礎，進行分析討論。 

(二) 史料收集分析 

    透過台灣戰後至現階段經濟資料之收集，以政府角色及政府干預的角度，分析

編定工業區政策的演進，以及都市計畫工業區、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的制度形

成。 

(三) 統計及實證分析 

    以統計分析方法，對於計算廠商生產效率之投入要素進行相關分析。另對於廠

商生產效率的檢驗，則採用以線性規劃（Linear programming）、不需預設函數型態，

且能處理多投入多產出之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進行實證

分析。 

二、研究流程架構 

    經由研究動機以及相關研究內容的說明，本研究流程架構，說明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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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研究流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