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地區工業用地政策與生產效率之研究 

2- 1

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探討台灣地區工業用地政策及生產效率時，理論回顧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第一部份先對於政府的角色與對市場干預的理論基礎做出說明，第二部份探討廠商

生產效率的相關理論內容，第三部份則是說明進行實證時所採用的資料包絡分析法

方法內容，第四部份回顧國內目前工業區研究之相關內容及與本研究之相關性，最

後一個部份則是說明目前國內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工業區效率之研究內容及成

果。 
第一節 政府的角色與干預 

在探討台灣地區工業用地政策時，第一個要回顧的便是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以

及對市場干預的內容。 

「政府」是一個很概括的名詞，對政治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等都具有不

同的意義，經濟學上政府的角色，各學派從不同的看法及認知所產生的解釋也有所

不同。政府的功能概可分為「提供者」（provider）與「管制者」（regulator）兩個

角色（巫和懋等，1999:324），對市場運作缺少的財貨進行「供給」，對於影響社會

公平或市場效率的情況加以管制。 

政治經濟學由於關注的焦點在於政治與經濟間的關連，也因此對「政府的角色」

有較多的界定。多元論認為國家機關只是被動的依據社會利益團體的需求與支持，

以及利益團體間的相互協議與鬥爭，來制訂公共政策，利益團體互動過程，將決定

公共政策的形成（宋鎮照，2000:219）。經濟自由主義內容包含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與

公共選擇理論，主張個人自由、自由貿易與有限政府，認為市場之自由運作可極大

化社會福祉，個人在市場中追求自利，將促使資源做最有效之運用（周育仁，

1993:31）。 

公共選擇理論係將經濟學研究中有關經濟人之看法，用來探討政治領域中政治

人之政治行為（周育仁，1993:35），強調國家機關的決策是理性的。新馬克斯主義

對於國家機關之研究，主要著重在探討國家的自主性(autonomy)與能力

(capacities)，就自主性而言，係強調國家機關作為一個組織，其所制訂之政策與

追求的目標，並非僅是反映社會中特定利益團體與階級之要求而已，國家機關有其

自我追求的目標；就能力而言，則是指國家機關在面臨社會有力利益團體的壓力下，

執行政策的能力（Skocpol，1985）1。 

從對政府角色的定義來看，政府具有的角色是被動的、有限的，同時在理性的

決策下，如同經濟人一般，追求國家的最大化利益。 

傳統自由學派及新古典成長學派認為政府如果扮演的角色越不重要（甚至於忽

略政府的角色），市場機能就愈能發揮；新古典學派強調自由市場無可取代的優越

性，依據競租理論（rent seeking）而認為任何政府干預的行為，必然引起或鼓勵

競租行為，帶來「政府失靈」，這種失靈比「市場失靈」更可怕（Krueger，1991）2；

但政府角色的不重要及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並非表示政府什麼都不用管，最主張

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亞當史密斯亦認為應由政府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財，

這些公共財包括市場所需的基礎設施和機制（邊泰明，2003:57）。相對於自由學派

及新古典學派的看法，相關學者如 Amsden（1985）、Wade（1990）、Kunio（1994）、

Reynol（1985）、Olson（1996）等對東亞快速成長新興工業國的研究則顯示，政府

                                                 
1 轉摘自周育仁，2002:79。 
2 瞿宛文，200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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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積極推動成長措施的有效性及顯著的成果3。政府角色的重要性，雖然從亞洲國

家經濟發展研究中得到證實，惟政府的角色並非一成不變。 

對大多數亞洲開發中國家而言，政府顯然是非常重要的發展起始階段，政府的

角色是因應經濟情勢的變化而演變，政府干預「需求」和「供給」的觀點來看，政

府扮演角色的需求，將隨著資本市場的成熟與私部門的擴大而減小，同時視時間、

經濟及政治發展階段有所不同（朱雲鵬，1999:137-138）。依據這個觀點，台灣過去

的經濟發展，政府所處的角色與採取的政策干預將可藉由對政策內容的分析而有所

瞭解。 

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定義下，透過市場價格機制的運作，達到有效率的市場狀態。

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幾乎沒有一種生產要素市場或產品市場，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市場

的條件，當市場價格機制運作卻無法經由經濟學上所設定的透過個人自利而達成經

濟效率時，則稱為「市場失靈」。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財貨的配置會產生柏拉圖經

濟效率：即個人效用極大化以及廠商利潤極大化，生產效率與配置效率皆達到最有

效的情況，當違背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情況發生4，導致干擾生產或消費的效率時，

亦即市場機能無法再扮演有效引導資源利用的角色，便產生「市場失靈」的情況（蕭

峰雄，1996:7；林森田，1996:89）。「市場失靈」產生的情況，綜合文獻資料，來源

包括外部性、資訊不對稱、獨佔限制了其他廠商的進入、市場機能無法達成社會目

標、資源過度使用或無法有效使用、市場缺乏充足之公共財以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

本不一所造成的外部效果等幾種情況。 

就經濟學的觀點，政府干預（或管制）市場之起因有二：一、當市場運作發生

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時；二、國家基於「公平」的考量，對人民的利益進

行重分配而介入市場活動（Parkin，1993:519），前者在解決「效率」上的問題，而

後者則在解決「公平」的問題；而新古典學派則認為「市場失靈為干預唯一理由」。 

正因有市場失靈的狀況，政府才有干預的理由。政府干預的理論基礎，則來自

於管制理論，管制理論始於經濟學家庇古提出外部性及社會成本，建立政府干預市

場理論，其後凱因斯則強調創造有效需求理論，強化政府干預經濟的角色。發展至

今，由於廣泛的政府管制活動，引發對管制存在的理由、管制的實際決策過程的探

討，更導致對管制法令的制訂程序、形成管制法令執行的方式之力量進行瞭解（林

森田，1996:175）。政府為解決市場失靈的問題，依據管制理論通常採行相關干預手

段，方式包括由政府直接供應市場上所缺少的該項財貨、貨幣政策的管制、提供相

關的誘因機制、國營事業的投入生產以及政府管制措施的施行等幾個方面，目標則

在於提高經濟效率，解決與經濟效率衝突的社會公平問題等；對於土地市場常採用

的措施為土地使用管制，藉以排除外部性問題或提供公共財；除了市場失靈問題的

解決外，亦有其他非市場性的目的，如解決失業、促進區域發展及提高生活品質等

因素。當市場愈形擴大、各類市場日趨成熟、民間力量日趨茁壯時，「市場失靈」而

需政府介入或高度管制的情形將日益減少（朱雲鵬，1999:160）。 

對於戰後台灣政府管制措施，王作榮（1994:19）認為是政府管制與市場經濟並

存，而且管制多於市場經濟。當時計劃干預得到成功的效果，不在於以強大的政府

力量嚴格執行計劃，而是：一、順應市場的勢力，僅作輕度的干預，二、關鍵時刻

作必要、甚至大幅度的修正（孫震，1994:34）。 

                                                 
3 上述學者之文獻回顧詳細內容請參見朱雲鵬（1999）文中之說明。 
4 柏拉圖最適境界經濟效率的產生有二個基本假設：一為假定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市場非完全競爭

市場即無法達成經濟效率；二為假定私人成本或利益與社會成本或利益是相等的，如不相等，經濟效

率無法達成（陳超塵，1996:295）。因此當上述假設被違背時，將發生市場失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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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政府介入市場干預、市場失靈的一個主要觀點，代表了柏拉圖效率將是一個

十分重要的指標，亦即當市場失靈的狀況解決後，市場應回到理想競爭模型的基本

假設上：市場自由運作且達到一定的效率標準。 

政府介入市場的原因除了上述市場失靈的原因外，尚有因經濟計劃的原因進行

干預的目的。丁仁方等（1999:242）認為過去台灣政府的干預，係由政府選擇重要

產業優先發展，並集中所有資源於重點產業，或策略性產業，採取類似日本之發展

模式；由此看來這些干預是選擇性的，甚至可能是違反市場狀況的。政府的計劃干

預，在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也有相同的結論，國家扮演了主導產業發展策略

的角色，發展過程中國家以強力干預方式來扶植新興工業，同時在愈落後的國家，

其市場或制度越不健全或不存在，越需要強力干預來作為替代市場的制度（瞿宛文，

2003:14-16,186）。此一觀點說明了台灣戰後政府對工業用地政策干預的主要立論，

乃藉由經濟計劃的方式，由政府主導政策的建立，同時配合相關措施的執行，進而

解決台灣工業用地市場的市場失靈問題。 

此處所指的經濟計劃（或計劃經濟），非指極權國家採行之計劃經濟。極權國家

的計劃經濟係對全國各種經濟活動的一種指令，全國都必須遵守且無自由選擇的權

利，所有經濟資源均由中央設計機構統籌調配，交由各種生產單位運用，以達成預

定的生產目標；自由國家的經濟計劃，則是政府對全國未來經濟動向進行指引，其

具體的行動就是適切的政策或措施，由人民來遵照實施，成效的關鍵在於政府所提

政策與措施是否妥當（施建生，1999:11），台灣的計劃干預為後者自由國家之經濟

計劃方式。 

台灣採行經濟計劃的政府干預方式，由 1953年任職工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尹仲容

採行「計劃性的自由經濟」得到證明（康綠島，1993:85-91），當時所採用的改良式

「進口替代」政策，不在於求取台灣工業產品的自給自足，對於產業不以管制手段

扶植其成長，而採取有限度的政府保護，資源的大方向由價格機制決定，但政府亦

不容許個人經濟利益與國家經濟利益相衝突。台灣「計劃性自由經濟」係由政府導

引資源流向，施政上以尊重市場價格機能為基本原則，實質上仍屬於「市場經濟」，

政府的參與，主要在彌補市場機能的不足（葉萬安，1999:87）。由此可見，政府計

劃性的干預台灣工業發展是存在的，同時透過市場機制達到自由經濟的目的。 

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在開發中國家十分傑出，其原因在於土地改革的成

功、出口擴張的政策以及穩定中求發展等措施的成功，而其最主要關鍵即在於政府

的角色。依據經濟發展的體制來分析，戰後台灣地區的經濟偏向於新重商主義的觀

點（表 2-1），政府藉由積極介入經濟體制，以提升當時國內的經濟快速成長。 

「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的內容，包括關稅、非關稅障礙、配額、

雙邊主義、鼓勵出口、管制貿易等對外政策，本質上都具備「政府與企業存在著國

家主義式聯合」的特質（蕭全政，1989:330）。在新重商主義的觀點下，政府以實現

國家利益為最高原則，在激烈的國際經濟體系及環境中，政府應以干預的手段進行

經濟運作，積極介入各種經濟活動，以不同的經濟措施或保護、獎勵政策，達到經

濟成長及累積財富的目的，惟前提皆以國家利益為第一，政府透過強而有力的政治

威權體制，以政策領導企業投資，以經濟成長來帶動工業化，同時透過經濟干預的

手段及經濟成長的效果，鞏固並保障威權體制及權威的持續。同時新重商主義認為

國際經濟基本上不利於落後國家的經濟發展，落後國家推動經濟發展有賴於政府的

領導，以經濟獨立自主和國家安全為目標，進行工業化（丁仁方等，19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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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不同經濟體制下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方式 
體制類型 政府干預經濟的 

主要方式 
政府與企業的

關係 
工業關係 主要代表國家 

自由主義 政府避免干預市場機

能，其干預的前提為市場

失靈 

政府配合企業

發展 
資產階級因市場

競爭而居於優勢 
英國、美國 

新重商主義 政府積極介入經濟以提

昇本國經濟成長及競爭

能力 

政府領導企業

發展 
資產階級因政府

經濟發展目標而

居於優勢 

日本、台灣 

統合主義 政府透過與勞資的協商

決定重大經濟政策 
政府與企業相

互合作 
勞資層峰組織相

互合作 
奧地利、荷蘭、瑞士

社會主義 政府決定經濟生產和分

配的目標和方式 
企業公營  勞工階級因政府

分配而居於優勢 
共產國家 

資料來源：丁仁方等，1999:16 

    由於新重商主義係政治經濟學上國家組合主義所常用的一種經濟政策，政治經
濟學並非本研究所採用的分析觀點，惟就政治經濟學的角度來看，有助於釐清台灣

戰後政府的角色。就國家組合主義而言，通常存在於資本主義發展落後的地區，在

這些國家權力的分配與經濟發展的方向，都是由政府決定，同時有效制止外來的資

源汲取或甚至幫助企業往外擴張，並維持國內安定持續的生產動態（蕭全政，

1989:20）。在此種觀點下，台灣戰後政府的角色更為清楚呈現，即「以積極介入市

場的角度尋求經濟的成長」，同時呼應了經濟學上政府干預市場所希望達到的「計劃

性經濟目的」觀點。 

另 Lehne（1993:25-29）就國家的政經體制功能歸納出幾種類型：政府放任經濟

的體制（framework state）、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發展的體制（promotional state）、

政府干預及管制市場失靈的體制（regulatory state）以及政府介入所得分配的體

制（distibutional state）四種。就學者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歸類，新重商主義傾

向於政府「積極干預的經濟發展體制」，由此觀點來看政府的角色，說明了台灣政府

於戰後經濟蕭條時追求國家經濟自主，以及相對當時以國家安全（兩岸對立）的情

況，所採用的干預經濟發展體制所追求的效果。另就政府對於工業用地提供的主導

性來看，則包含了「政府干預及管制市場失靈的體制」（有關政府干預工業用地市場

以解決市場失靈的內容將於後續章節加以說明）。 

因此對本研究之重點「工業用地政策」分析而言，政府的角色並不完全符合傳

統自由學派或新古典經濟學派的要求—「政府干預最小」的情況，相對於政府的實

質角色，則是包含了「干預經濟發展」與「解決市場失靈」的雙重角色。 

    政府干預市場前提以市場失靈為主，但也避免不了產生政府失靈的情況。政府

介入市場時，有幾個根本的問題：「一、無法知道政府如何介入才是有效的5；二、政

府常常無法提升社會效益」（Weimer & Vining，1999），因此產生政府失靈的狀況。

造成政府失靈的原因有：公共選擇缺乏效率、政府常居獨佔地位、當事人及代理人

的問題、選民的理性無知、行政官僚追求預算最大化等原因。 

在本研究探討台灣地區工業用地政策政府措施研究時，將一併討論是否產生上

述政府失靈的情況。 

                                                 
5 新古典學派則認為如何證明政府比私人更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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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廠商的行為與生產函數 

前節所述政府干預市場的主要原因，在期望市場能達到經濟效率的目的，因此

檢驗政府干預市場所採行的政策效果，便可以廠商生產效率的高低來評估政策內容

的有效性，以下分就與研究廠商生產有關的幾個假設與方法：廠商的行為、生產時

的生產要素、生產函數及效率分析的限制等幾個部份，說明廠商生產效率評估時的

基本假設與理論： 

一、廠商的行為 

廠商（firm）是市場經濟中生產組織的基本單位，為生產商品而雇用各種生產

要素投入生產的機構（羅志如等，1996:46；李紀珠等，1998:330）；由於市場具有

消費需求，因此吸引某些組織利用大量生產之方式提供所需財貨，以獲取生產上的

利潤，此種組織即為「廠商」，生產過程中則須投入「生產要素」（原料、技術等）

以產出「產品」。 

廠商的行為基礎，在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理論所採取的一個基本假定是「理

性行為假定」，即「消費者最大化各自的效用，廠商最大化各自的利潤」。這一最大

化行為假定，構成一般均衡理論邏輯推導的基礎（樊綱，1993:6）。廠商理論對廠商

的基本假設，則是廠商行為的唯一目的在於「追求利潤最大」，為達到這個目的，廠

商必須能獲得或具備必要信息、知識和能力來實現最大利潤這個目標；而廠商在追

求最大利潤時的生產函數所採行的策略，通常面臨技術限制（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與市場限制（market constraints）等二個問題（Virian，1992:24-25）。 

部份研究及論點懷疑廠商追求「利潤最大」的假設，認為廠商實際行為可能會

以尋求市場佔有率或根本無固定的發展目標，而非以追求最大利潤為主要目標。針

對此項質疑，巫和懋等（1999:155）則認為雖然有些廠商在某些期間內或許可以漫

無目標或另有目標，但在經濟社會中的自然淘汰會使追求利潤成為大多數廠商的長

期目標，追求利潤的廠商比較容易累積資本，所以能夠快速成長，也才有能力在產

品的價格與品質的各種競爭中生存下來，縱使在某些期間內廠商會暫時追求市場的

占有率，但最終目的還是以市場占有優勢來追求長期的利潤。 

從理論上的假設或廠商實際行為來看，「追求最大利潤」為廠商從事生產行為最

主要的目的。 

二、資本市場生產要素理論 

    廠商欲產出消費者的最終需求（產品），追求自身的最大利潤，則必須投入生產

所需之「生產要素」。經濟學上將廠商生產要素（inputs）分為四類，即：勞動力、

資本、土地以及企業能力（或稱企業精神）。以下分述各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陳

超塵，1996:225；李紀珠等，1998:432；李時珍，1993:425-427；巫和懋等，1999:273）： 

（一）勞力（labor）：人力從事生產活動的投入，包括體力和腦力的消耗，稱為勞

力；勞力的報酬為工資（wage），工資包括固定的薪資、獎金、加班費及工作

津貼；如以單位時間來計算，則勞力投入的單位報酬稱之為工資率（wage 

rate）。 

（二）資本（capital）：指從事生產活動過程中的一切生產工具，凡用於生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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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設施、生產設備、原料及未出售製成品，經濟學上均稱之為資本。這些生

產工具亦稱為資本財、投入財貨生產財，其與消費財最大的差別在於並非直

接用於消費，而是利用其提高生產能量。資本的報酬為利息（interest），資

本在單位時間內的報酬為利率（interest rate）。 

（三）土地（land）：凡用於進行生產的所有天然資源，經濟學上皆稱為土地。土地

的報酬為地租（rent），狹義的地租解釋為使用固定資源的報償，廣義的地租

則指非固定要素的實際報酬與其機會成本的差額，即「經濟租」或「生產者

剩餘」；土地的單位報酬稱之為地租率（rent rate）。 

（四）企業能力（entrepreneurship）：指廠商進行決策及承擔風險的才能，亦指將

勞力、資本及土地組合起來從事生產的一種特殊才能，企業能力的報酬為利

潤（profit）。 

經濟學上所指的利潤為「經濟利潤（economic profit）」，為總收益減去

外顯成本（explicit cost）與隱含成本（implicit cost）；外顯成本為廠商

給付給員工或其他廠商的要素或原料成本，隱含成本則是廠商自身投入的資

源予以計價，包含廠商自己投入的資源若用在其他用途上可能獲得的正常報

酬。經濟利潤與會計利潤不同，差別在於隱含成本： 

經濟利潤＝總收益-外顯成本-隱含成本 

會計利潤＝總收益-外顯成本 

就目前台灣地區各類統計資料中所提供的利潤統計資料，為會計利潤。 

每個生產要素的價格高低，係由其所在的要素市場所決定，而廠商在購買生產

要素投入生產時，期望在最低的成本組合狀況下，生產出某一定產量的產品，以達

到經濟學上對廠商的基本假設「利潤最大」的這個目標。 

瞭解生產要素後，接下來就廠商利用生產要素投入生產，以達到「最大利潤」

目標的生產組合—「生產函數」加以說明。 

三、生產函數及效率分析的限制 

（一）生產函數的說明 

所謂生產的意義，係一種投入的財貨（商品與勞務）與產出財貨之間的轉換過

程（transformation process），投入的財貨稱為生產因素（production factors）

或投入因素（input elements），產出的財貨則稱為產出（output）（林維垣，1978:7）。

在廠商追求「最大利潤」行為的前提下，生產過程中投入生產的因素，必須考慮在

現行技術下採取何種最有效的生產方法或生產要素組合，達到成本最低，產量（利

潤）最大。 

「生產函數」（production function）即是在既存的技術知識或特定的技術水

準下，生產要素的投入與其對應最大產出的一種關係，主要功能在描述投入與產出

間的技術關係，最簡單的函數表示型態為： 

),.....,,()( 21 nxxxfxfq ==  
其中q表示產量，x表示 n種不同的生產要素的使用量或投入量，該投入量不為負數。 

依生產函數的類型可分為： 

1.按投入要素可否替代來區分： 

（1）固定比例生產函數：生產要素間的使用量為一種固定的比例關係。 

（2）可變比例生產函數：生產要素間的使用量可以採用不同組合的比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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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產品。 

2.按投入與產出比例關係來區分： 

（1）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CRTS）生產函數：即當所

有投入要素同比例變動時，產出亦以該比例變動。函數式可表示為： 

),.....,,( 21 nkxkxkxfkQ =  
（2）遞增規模報酬（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IRTS）生產函數：即當

所有投入要素同比例增加時，產出增加變動比例大於該比例。函數式可

表示為： 

1,1),,.....,,( 21 >>= λλ kkxkxkxfQk n  
（3）遞減規模報酬（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DRTS）生產函數：即當

所有投入要素同比例增加時，產出增加變動比例小於該比例。函數式可

表示為： 

1,1),,.....,,( 21 <>= λλ kkxkxkxfQk n  

3.按生產時間來區分：如短期、中期、長期生產函數等。 

生產函數由於具有上述說明之不同類型，加上後續學者對於函數型式的不斷修

正、函數變數個數的擴充、函數性質的進一步假定等方面的努力，至目前為止已有

眾多不同型態及功能的生產函數型式。 

例如以各種生產要素間替代彈性不同為基本假設而發展之生產函數，就有具代

表性的 Leontief 生產函數、Cobb-Douglas 生產函數、CES 生產函數、VES 生產函數

等三種函數，其基本假設之差異為 Leontief 生產函數假設生產要素間完全不能替

代，即「替代彈性」（邊際技術替代率）為 0；Cobb-Douglas 生產函數假定生產要素

間可完全相互替代，「替代彈性」為 1；CES 生產函數為較符合現實狀況的「固定替

代彈性」，替代彈性的假設介於上述生產函數之間，生產要素間的替代彈性介於 0與

1之間。其他形式的生產函數形式更是多元，其主要目的都在於解釋投入產出間的關

係。 

在整個生產函數形式上，從最開始的兩個生產要素投入（勞力及資本），經過後

續學者的研究與努力，已發展到可以處理多個生產要素投入（如勞力、資本及技術

進步），即已經可以處理「多投入、單一產出」的生產情況；惟對於「多投入、多產

出」仍無法處理，為一般生產函數在使用上之弱點。 

正因如此，本研究利用可以分析「多投入多產出」且不預設函數型態之資料包

絡分析法，對工業用地廠商進行生產效率分析，以克服一般生產函數在分析上的不

足。 

（二）效率分析的限制 
生產函數的研究，在於瞭解以何種形式下的投入與產出關係，可以使得產出（Q）

最大、最為經濟，意即在此時廠商的利潤最大。研究及運用生產函數，可以分析出

廠商在生產時的效率高低及優劣，藉由投入要素及產出的組合及對應關係，比較不

同廠商間生產效率的有效性。 

然運用生產函數評估廠商生產效率時，仍有其解釋性上的限制。由於生產函數

係利用「要素投入—產出」之關係分析生產的有效性，所能說明的生產關係便限於

投入要素的種類，亦即當研究時生產要素投入為「土地」及「勞力」二項目時，計

算得到之生產效率或生產函數的結果，便無法解釋非屬投入要素的「資本」對於「產

出」是否具有影響或其影響程度，也就是說非為投入的生產要素便無法解釋其貢獻

或影響。同時投入要素間之個別影響程度，無法藉由生產函數一次計算的結果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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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即在計算產出時無法說明何種生產要素對於產出具有較大之影響或貢獻，例

如生產效率之效果主要來自於「土地」投入項之影響等。 

一般進行生產函數研究時，投入生產要素均不脫前所述之經濟學上生產四要素

範圍，其原因在於該類生產要素與產出間的關係，已經由眾多學者研究確認其與產

出有既定之生產關係；同時投入要素由於係透過計算而得，對於無法量化之要素、

或尚未界定生產關係之生產投入要素，無法藉由生產函數評估其影響，例如工業生

產時外部影響因素（如污染防制、經濟環境的變動等因素）對生產函數及產出的貢

獻或影響，便無法明確解釋，為使用生產函數及進行效率研究時的基本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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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包絡分析法（DEA）理論 

在進行廠商生產效率評估時，由於前節所述之傳統廠商生產函數的用法及形

式，僅能處理「多投入單一產出」的情況，無法解決「多投入、多產出」的情況，

本研究嘗試以多投入多產出的觀點，探討不同用地廠商的生產函數所帶來的生產效

率差異，因此在分析廠商生產效率時，採用可以處理多投入多產出情況之「資料包

絡分析法」作為分析生產效率的方法，以下就資料包絡分析法的理論架構進行說明。 

一、理論概述 

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概念起源，始於 1957

年 Farrell 提出以生產邊界（Production Frontier）來衡量生產效率的不預設函數

類型的「非邊界參數法」，他將生產效率（Product ion Efficiency）分成兩類，一

是實際投入產出轉換的技術效率（Technica1 Efficiency），另一個是最佳要素分配

組合的配置致率（Allocative Efficiency），透過「柏拉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

觀念，尋求被評估單位的最適配置。 

1978年美國學者 Chranes、Cooper、Rhode 根據生產邊界概念，藉由數學規劃模

式來衡量生產邊界，發展出資料包絡分析法的 CCR6模式，擴展了 Farrell 只能評估

單產出的模式，作為綜合性績效衡量指標，提供從投入面與產出面為效率評估作更

完整的解釋的研究方法。 

在個體經濟理論中，效率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係指各種投入組合所可

能生產的最大產出組合，而生產函數是各投入產出組合與效率前緣形成的數學關

係，包絡線（Envelopment）也就是最有利的各組合點所形成的邊界，即效率前緣（黃

金祥，2002）。而資料包絡分析法即是一種將觀測值以前緣方式加以包絡的分析方

法，利用包絡線的觀念來代替一般個體經濟學中的生產函數，先經由數學規劃技術

求出經濟分析上的最佳點，並以折線（piece-wise）將這些最佳點連接起來，形成

一條效率前緣的包絡線，此包絡線在經濟上之意義係代表所有可能最佳解之點所組

成的邊界。 

資料包絡分析法以投入、產出之總合比例作為衡量生產效率的指標，採用數學

規劃以極大或極小值得到效率前緣，即所有效率良好的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DMU，或稱受評估單位）所組成之效率前緣，效率較差的決策單位則落在此效

率前緣之內（林坤龍，2000）。因 DEA 方法並未要求先行假設投入項與產出項間之函

數關係，而以效率前緣所連接起來之包絡線代表最佳解，因此係屬「無母數方法

（Nonparametric Approach）」；另因並不要求所有決策單位以同一生產函數進行生

產，各決策單位可依自我情況調整生產結構而達到最大效益的狀態，因此不同於「單

一最適化（Single Optimization）」之觀念，屬具有「多元最適化原理（Principle 

of Multiple Optimization）」之特性（陳禹彰，1995）。 

由於 DEA 將所有決策單位的投入與產出以幾何空間來表示，若是落在邊界上，

則認定決策單位其投入產出組合最有效率，計算所得績效指標為 l.0；若不在邊界上

則給予一個大於 0 小於 1.0 的相對績效指標，並從該決策單位與效率前緣的距離衡

                                                 
6 CCR 模式之命名，係以發展出此模式之三位學者 Chranes、Cooper、Rhode 姓氏為命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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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其相對效率（陳建璋，2002；黃金祥，2002）。 
DEA 在模式選擇上從最早的固定規模報酬模式（CCR），發展到變動規模報酬模式

（BCC7），模式導向亦有投入導向與產出導向兩種不同取向，於後述篇幅中加以說明。

後續有關效率的意涵、DEA 模式說明等兩個部分，主要整理自陳禹彰（1995）、麻匡

復（1999）、林坤龍（2000）、黃金祥（2002）及陳建璋（2002）之研究中有關 DEA

模式之文獻回顧及方法內容之說明，並參考相關研究及資料補充撰寫而成。 

二、效率的意涵 

生產效率可分為技術效率（technical efficiency，TE）與配置效率（allocative 

efficiency，AE）兩部分。技術效率意指在允許投入量的使用下，避免浪費而盡可

能生產最大產出之能力，或在允許的產出量下使用最少投入量的能力，因此可由產

出增加導向與投入縮減導向進行（麻匡復，1999:2-1）。效率的研究，除技術效率與

配置效率外，加上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 to scale），即可評估規模效率。 

有關效率評估方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l957 年 Farrell 的研究。Farrell

（1957）定義技術效率為「當所有投入減去最大等比例縮減量，仍能繼續生產既定

的產出」時，表示達到技術效率，此時效率分數為 1，因為已無等比例縮減量可減少；

而效率分數小於 1 時表示技術無效率的情況。配置效率則是指利用價格優勢，以最

佳比例來組合投入與產出的能力，生產同量產品可採取不同之投入要素組合，以最

經濟、成本最低之組合來生產，其配置效率最高。規模效率係指投入產出實際規模

與生產最佳規模的比例（麻匡復，1999:2-1）。 

這三種效率是效率評估之根本，幾乎所有之效率評估模式皆以此為出發（陳禹

彰，1995:25）。以下就此三種效率的觀念分述如下： 

（一）技術效率 

假設生產 Y產品投入兩種投入因子 X1、X2，生產 U0單位的 Y，在最有效率的生產

情形下，可採用不同 X1、X2組合如曲線 U0所示，廠商 A 需要 a1的 X1與 a2的 X2，將 A

與原點連線與 U0相交叉於 B，因為 B 位於曲線 U0上，為最有效率廠商，此時生產 U0

單位的 Y產品需要 a1的 X1與 b2的 X2，b1與 a1、b2與 a2為等比，也就是同樣生產 U0單

位的 Y產品，A所需投入的因子數量為最有效率廠商 B的 a1/b1（a2/b2）倍，A的技術

效率為 b1/a1，而 b1與 a1與 OB 和 OA 比值相同，故以 OB/OA 表示 A的技術效率（如圖

2-1）。技術效率即為廠商本身最適生產成本除以廠商本身實際生產成本所得的值。 

                                                 
7 BCC 模式之命名，係以發展出此模式之三位學者 Banker、Charnes、Cooper 姓氏為命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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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生產效率衡量圖 

以產出面探討則如圖 2-2 所示。假設以單一投入因子 X可生產 Y1、Y2兩種產品，

曲線 V0表示以 V0的 X 生產 Y1、Y2的組合情況。廠商 A在 V0的投入下能生產 a1的 Y1，

與 a2的 Y2，同樣 V0的投入則能產出 b1的 Y1，與 b2的 Y2，故 A的技術效率為 OA/OB。 

 
圖2-2 產出面技術效率圖 

（二）配置效率 
配置效率係生產同量的產品可採用不同之投入因子組合，各投入因子之市場價

格不同，以最經濟且成本最低之組合來進行生產，其配置效率最高。配置效率與技

術效率不同在於技術效率為一種條件效率，在給定某種投入因子或組合後，期望在

此給定的條件下生產最多之產品；配置效率則在於尋求一最經濟之投入組合。

Farrell（1957）以投入觀點將總效率解釋為技術效率與配置效率的乘積，假設以 X1、

X2二投入因素生產 Y產品，將配置效率定義為整個市場最適的成本與廠商本身最適成

本兩者之比，也就是市場與廠商本身作比較（麻匡復，1999:2-3；陳禹彰，1995）。 

以圖 2-3 說明配置效率，等產量曲線（isoquant）U0表示最有效率廠商生產 U0

單位 Y所需投入 X1、X2的組合；C0為最適配置下的等成本線；C1、C2為廠商 B與 A的

等成本線，即 X1、X2之價格比，亦即廠商生產一單位 Y的情況下所需不同 X1、X2的組

合情形；OG 與 OE 為擴張線（expansion path），表示廠商為擴張規模所需 X1、X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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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線。 

此時廠商 A 技術效率為 OAOB ，表示廠商本身最適的生產成本除以廠商實際的

生產成本。廠商 C 的技術效率為 OCOD ，B 與 D 為等成本線 C1、C0與等產量曲線 U0

相交的點。就廠商 B及 D來說，其技術效率為 OBOB 與 ODOD ，兩者均為 1，但 D

之生產成本為 C0低於 B的生產成本 C1，D 為所有廠商中所需投入生產成本最低點，因

此 B 之配置效率為 10 CC ，即是整體最低成本除以廠商本身最適成本，此比值等於

OBOG ，廠商 A 生產 Y 所需之 X1及 X2均為 B 廠商之 OBOA 倍，因此只要投入因子

價格固定，A、B應具有相同的配置效率 OBOG 。 

A 生產 Y的生產成本為 C2，最經濟廠商 D的生產成本為 C0，故 A的總效率為

20 CC ，即整體最適的生產成本除以廠商實際生產成本，等於 OAOG ，亦等於

⎟
⎠
⎞

⎜
⎝
⎛×⎟

⎠
⎞

⎜
⎝
⎛

OA
OB

OB
OG

，即配置效率與技術效率的乘積。 

 
圖2-3 投入面配置效率圖 

（三）規模效率 
任何組織或機構，均有其最適當的規模，在此規模下經營獲利或績效最高。當

規模太小時，固定成本相對過高，使平均成本偏高；當規模逐漸擴大，固定成本分

攤於較大之產量上，由於內部經濟使平均成本降低而達到最適規模；當規模繼續擴

大時，將造成固定成本相對太小，無法與變動成本配合，再加上內部不經濟、外部

不經濟等因素，將使得平均成本再度提高，脫離最適規模的情況。 

以圖 2-4說明規模效率所代表之涵意，圖中 A之規模效率小於 1，處於規模報酬

遞增的情況；C點之規模效率小於 1，但處於規模報酬遞減狀態。如果假設一種投入

要素 X生產一種產品 Y，曲線 f為不同投入量下最大可能產量的生產函數，落在 f上

的廠商生產效率為 1，落在曲線 f下的廠商生產效率小於 1。此生產函數為 S形，將

原點與曲線上各點連結，所得之直線斜率表示各點對應廠商的平均產量，平均產量

最大者具有最佳的規模效率 1。 

圖中 B 的斜率 b 為所有廠商中最大，其規模效率為 1，C 的斜率 c 小於 b，但在

G的投入量下，因 C落於生產函數曲線 f上，此時的 C已達生產的極大情況，其平均

產量偏低的原因係由規模不佳所引起，故可定義 C的規模效率為 c/b，或

OF
BF

OG
C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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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點投入量皆為 F，故 D之規模效率亦為 1，D的產量未能達到 BF 之產量係由於生

產無效率；雖然此時 D的規模效率為 1，其技術效率僅為 BFDF 。 

另 E與 C投入量同為 G，E與 C應具有相同規模效率，惟 E產量未達 CG，可知 E

的技術效率為 CGEG ，E 平均產量 e= OGEG ，與效率最佳之生產廠商 B 平均產量

b= OFBF 相比較，E 的總體效率為 be ，即

OF
BF

OG
EG

，亦可表示為

⎟⎟
⎟
⎟

⎠

⎞

⎜⎜
⎜
⎜

⎝

⎛

×

OF
BF

OG
CG

CG
EG

，

表示廠商 E技術效率乘以規模效率。 

在討論配置效率時，曾說明總效率可分解為技術效率與配置效率之相乘。故可

以歸納結論，即總效率為技術效率、價格效率、與規模效率三者之乘積。 

 
圖2-4 規模效率圖 

三、DEA 模式說明 

Farrell 於 1957年提出「非邊界參數分析法」，以數學線性規劃方式建構生產函

數以求取生產效率，為資料包絡分析法的起源；之後 Charnes、Cooper 及 Rhode 三

人從固定生產規模探討效率問題，發展出 CCR 模型；而 Banker、Charnes 與 Cooper

更進一步考慮非固定生產規模的情形，提出了 BCC 模型；CCR 及 BCC 模型為目前資料

包絡分析法中最為普遍使用之模型，以下分述其模式內容。 

（一）CCR 模式 

假設有 n個 DMU 相互比較效率，CCR 的基本想法是： 

效率＝產出線性組合/投入的線性組合 

＝(Virtual Output)/(Virtua1input) 

CCR 模式利用線性組合，將多投入多產出的情形轉化為單一的實質(virtual)投

入及產出。CCR 模式將效率評估定義為每個受評估單位的產出線性組合除以投入線性

組合，每個受評單位可任選組合係數以表示對此要素的重視程度，然而選取的過程

仍須滿足一個限制條件，即選取係數用於其他受評單位時，評估的效率不得超 1.0，

以滿足效率值的規定。在此條件下，受評單位可任選組合係數以使效率值最大。 

CCR 效率評估係假設某個受評單位有 s種產出，m種投入，而所有受評單位共有

n個，其數學方程式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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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

∑

=

== m

i
iki

s

r
rkr

XV

YU

k
h

1

1 ⋯⋯（2-1）    njmisr ......1,......1,......1 ===  

s.t 1

1

1 ≤=

∑

∑

=

=
m

i
iji

s

r
rjr

XV

YU

k
h     

值個評估單位的相對效率第

加權值個評估單位第i個投入第

個產出加權值個評估單位的第第

個投入值個評估單位的第第

個產出值個評估單位的第第

kh
jV

rjU

ijX
rjY

k

i

r

ij

rj

:
:
:

:
:

 

（2-1）式中所有的組合係數 Ur、Vi 皆需為正值，不可為零，其表示的意義為

任一投入產出因素均不得忽略不計。由（2-1）式可發現 DEA 每次均將一個受評單位

的投入產出當作目標函數，而所有受評單位的投入產出為限制條件，在效率值最大

為 1.0 的限制下，尋求對該受評單位最有利的投入產出項組合係數，使該受評單位

能有最大的效率值。(2-1)式中，效率分數 kh 如果小於 l.0，則為無效率，如果等於

l.0 且最佳權重為正，則為有效率的 DMU；各被評估的 DMU都有機會成為目標函數，

且每個分數規劃的各 DMU 之效率值具有相同的比較基礎。此式即為 Charnes、Cooper

及 Rhodes 所提之線性分數規劃模式，在學理上與 Farrell 提出的相同。 

在沒有任何限制條件下，(2-1)式所形成的可行解有無限多個，理論上對於第 k
個評估單位而言，DEA 可選出一組加權數解，使得此評估單位效率值達到最大(不大

於 1)，且此加權數解代入其他決策單位時，也不會使其他決策單位效率值大於 1，

因此權數也不須主觀決定。 

由於分數型態的非線性規劃求解相當困難，因此 Chrane、Cooper、Rhode 將分

數規劃形式的評估模式轉換成線性規劃模式： 

Max ∑
=

=
s

r
rkrYU

k
h

1
 

        s.t 0
11

≤−∑∑
==

m

i
iji

s

r
rjr XVYU  

1
1

=∑
=

m

i
iji XV ,  0, ≥jr VU  

上式由產出面來看，表示在投入面加權組合為 1 的情形下，其極大化生產力的

效率值；由投入面來看，則表示對第 k個評估單位存在一個最佳權數解(Uk,Vk)使得
生產效率值最大。然而轉化後的限制式比變數數目多，故採對偶模式(dual model)

求解： 

Min ⎥
⎦

⎤
⎢
⎣

⎡
+−= ∑ ∑

= =

+−
m

i

s

r
rkrkkk ssh

1 1
εθ …..（2-2） 

s.t  ij

n

j
jikikk XSX ∑

=

− +=
1
λθ …………（2-3） 

njmisr ......1,......1,......1 ===  

∑ jλ ：表示受評單位所有參考集合的參數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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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

j
rjjrjrk YSY

1
λ ………………….（2-4） 

0,, ≥−+
irj SSλ  rji ,,∀  

kθ 表示該受評單位所有投入變數等比例縮減的額度； +
ikS 表示產出項的差額變數

(slack variable)； −
ikS 則表示投入項的差額變數。（2-2）式對偶模式表示對某個受

評估單位，找出其最小的乘數（等比例縮減額度） kθ ；（2-3）式表示對於每項投入
變數，每個受評估單位的投入線性組合不得超過特定單位的 kθ 倍；（2-4）式表示每
一項產出變數，其受評估單位的產出線性組合至少要等於某受評單位的產出值。相

關變數的定義可以歸納出以下之結論： 

1.滿足下列情況將達成技術效率( kh =1) 
（1） kθ =1，

+
ikS =0 且 −

ikS =0， for misr ......1,......1 == ； 

（2） kθ =1 的情況下可確定第 k個評估單位落在生產效率前緣； 

（3）
+
ikS =0 且

−
ikS =0 表示要達成效率所需增加的產出量與應減少的投入量為零，

亦即所謂差額變數； +
ikS =0， −

ikS =0 表示實際值與達成效率參考值的差異，

前者代表產出項短少量，後者表示投入項多餘的量，此結果可提供未達效

率評估單位作為改進參考。 

2.當評估單位無效率（ kh <1），其改進方向：
−−×= ikikkik SXhX *
（投入面應減少

之數量），
−+= ikrkrk SYY *
（產出面應增加之數量）。故對於任一無效率點

（ ikX , rkY ）必須減少（ ikX -
*
ikX ）的投入量，並同時增加（

*
rkY - rkY ）的產出

量使此受評單位達到效率前緣。 
（二）BCC 模式 

CCR 模式與 Farrell，都假設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1e，CRS），

我們可用 CCR 來衡量整體效率，但當無效率時，可能是因有部分規模不當的因素造

成，並非是技術無效率。Banker、Charnes 及 Cooper 將 CCR 模式做了修正，假設放

寬為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 to scale，VRS），即當規模是可以變動時，

衡量技術效率，即 BCC 模式。BCC 模式的數學式表現為： 

Max ∑
=

−=
s

r
krkr CYU

k
h

1
 

s.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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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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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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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misr ......1,......1,......1 ===  

對偶模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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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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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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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jrjrk XSY

1
λ  

1
1

=∑
=

n

j
jλ   0≥jλ  

;0,, ≥−+
irj SSλ  rji ,,∀  

njmisr ......1,......1,......1 === , jC 無限制 
BCC 模式在原 CCR 模式中多加了一個變數 kC 以表示規模報酬，當 kC <0 代表規模

報酬遞增， kC >0 表示規模報酬遞減， kC =0 則表示固定規模報酬。從 CCR 模式中也
可判斷規模報酬的情形：∑ jλ >1 表示規模報酬遞減，表示管理者可以藉由降低規模

以提高效率；∑ jλ =1 表示處於固定規模報酬狀態，也是最具生產力的規模，此時規

模效率為 1；∑ jλ <1 表示處於規模報酬遞增階段，表示管理者可以藉由增加規模以

提高效率。而將 CCR 模式代表的總體效率除以 BCC 模式所代表的技術效率，則可得

到受評單位的規模效率。 

 
圖2-5 變動規模報酬與固定規模報酬效率圖 

圖 2-5 中的生產前緣線為 A、B、C、D 四點所組成的曲線，由於受限於∑ jλ =1，
在 CCR 模式中，生產前緣線則是直線 OI（固定規模報酬的前緣），E是受評估單位。

就投入面而言，生產 OF 產出，E 點需要 FE 的投入，B 點需要 FB 的投入，N 點需要

FN 的投入，因此定量產出下的投入量效率為： 

總技術效率（OTE）＝

FB
OF

FE
OF

FE
FB

= ；規模效率（SE）=

FN
OF

FB
OF

FB
FN

=  

總效率（OE）=
FB
FN

FE
FB

FN
OF

FE
OF

FE
FN

×==  

定量投入下的產出效率為： 

總技術效率（OTE）＝

FE
OK

FE
OF

OK
OF

= ；規模效率（SE）=

FE
OJ

FE
OK

OJ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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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效率（OE）=
OJ
OK

OK
OF

FE
OJ

FE
OF

OJ
OF

×==  

不論從投入面或產出面來看，都可以發現總效率＝技術效率×規模效率。 

除總效率、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的關係外，DEA 尚包括了純技術效率（PTE）、配

置效率（AE）等效率概念，如圖 2-6 所示。 

 
圖2-6 DEA 各種效率分析圖 

CC 代表價格（成本）線，U0為固定報酬情形下長期最適產量曲線，U1U1為變動規

模報酬下短期最適產量曲線，G 為 OE 總效率最佳點。如假設有一投入組合 F 點，則

可推論出： 

總效率 OE=OA/OF<1；純技術效率 PTE=OD/OF；總技術效率 TE=OB/OF；規模效率

SE=OB/OD；配置效率 AE=OA/OB。 

總效率=純技術效率×規模效率×配置效率 

=(OD/OF)×(OB/OD)×(OA/OB)=OA/OF。 

總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規模效率 

=(OD/OF) ×(OB/OD)=OB/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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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業區研究相關文獻 

本節工業區相關研究，主要分為過去國內對工業區所進行之相關研究內容及面

向、工業區開發政策及效率研究文獻等三部分，對工業區進行相關文獻之整理說明。 

一、工業區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工業區之研究眾多，從製造業的產業空間研究、規模及區位研究、發

展與變遷，到聚集經濟面向、生產性服務業的研究，以至工業或製造業與都市空間、

結構及規模之研究等，研究之重點不一，涉及產業、經濟、都市等層面，涵蓋面向

十分廣泛。 

相關工業區之研究，單純以製造業整體結構研究者，有簡文政（1989）；由製造

業產業結構與空間之分析研究者有楊松齡（1988）、張剛維（1990）、張璠（1991）、

蘇倍琳（1992）、蘇月香（1993）、陳惠美（1993）、歐俊隆（1994）、江佩玉與劉小

蘭（2000）等；由整體產業分析產業與空間關係者有劉展宏（1997）、黃仁德與姜樹

翰（1999）；由聚集經濟觀點探討台灣地區製造業變遷之關係者有邊泰明（1993）、

丁力清（1993）、姜樹翰（1996）等。 

近年對產業與空間之研究則有轉向產業間結構轉變的研究面向，如劉小蘭

（2000）「產業結構與地方發展之研究」、張郁旎與劉小蘭（2000）「台北都會區產業

空間結構變遷之研究」等，都有學者研究探討。 

工業生產效率則是另一個研究取向，包括蕭慈飛（1981）的工業區績效評估、

陳禹彰（1995）、麻匡復（1999）及林坤龍（2000）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DEA）對

之經濟部編定工業區進行效率研究等，此部分由於與本研究有直接相關，因此另於

下一部分文章中專文說明。 

另一個研究面向則為生產性服務業之研究，如王憶靜（1996）、金家禾（1999）、

陳立菁（2000）、邊泰明及陳立菁（2000）等；零星之其他研究如王慈徽（2000）重

新定義產業類別以計算都市競爭力等，都是晚近研究製造業產業結構及發展的幾個

趨向；由研究趨勢來看，早期研究多偏向於產業與空間關係之探討、工業區本身之

研究，以及製造業變遷的研究；近年則有偏向於地區性產業結構及競爭力研究，以

及都市產業中各類產業之細分類別之研究，如生產性服務業；為便瞭解相關工業區

研究內容，本研究將相關研究中有關工業區及製造業之研究面向，圖示說明如圖 2-7。 

其他如產業與都市空間及規模之研究、都市研究中涉及部分產業研究面向、研

究都市規模與都市財政關係等，都或多或少因涉及都市產業結構而與製造業之研究

內容有關，惟經檢視其內容後，與工業用地之關連性不高，因此於文獻回顧中便不

予詳述（請詳見附錄一8所列）。 

就國內文獻內容分析，多著重於製造業產業發展之單一產業對單一地區集中或

分散之分析、結構轉變（製造業轉為服務業）、單一產業分析（如生產性服務業）等

方面；對於工業用地政策之發展，與廠商生產效率的關連性，並未見探討。以經濟

部為經濟發展之需，過去依獎勵投資條例以及現在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劃設工業

區為例，用地提供之成效如何？此類政策面分析，並未見學者研究。 

                                                 
8 本節次所述國內有關工業區及製造業之相關研究，研究者姓名、研究題目、使用方法及所得到之結

論於附錄一中說明，在此不另列出，以精減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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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工業區及相關空間研究領域說明圖 



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2- 20

再者依前述文獻所述，有學者提出製造業土地形態有愈形集約之情況（張剛維，

1990），在此種情況下工業政策應如何規劃？另一般學者咸認為工業區之設置有助於

地方及產業之發展（蘇倍琳，1992；蘇月香，1993），然在台灣地區產業結構已逐漸

轉變為以服務業取代製造業成為主要產業結構時，台灣工業政策及工業區設置（編

定工業區、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又應該朝向何種形式或功

能、以何種機制進行運作方能產生最大效率？此類研究內容在目前而言，似乎仍較

闕如。因此本研究期望能填補有關工業用地上，關於政策分析以及生產效率驗證上

之研究，並於空間上進行分析，為本研究與過去研究最大之不同。 

另外如產業間之研究、產業間之變動關係或相互影響、製造業間類別變動對產

業之影響、用地需求之影響及變動；或是另如製造業強度與用地數量關係、都市結

構關係、產業間結構變動對土地需求變動之分析、產業轉換時土地及都市結構之關

聯性等，目前都未有較深入之研究，亦具有研究及探討的空間及價值，惟並不屬本

研究範圍內。 

綜合對以上文獻內容之瞭解，本文可歸納出幾項論點，供後續研究之用： 

（一）有關工業區對地區發展影響之結論： 

 1.製造業逐漸傾向於位於專業結構化的中小型都市，同時製造業有郊區化的現

象，都市勞力型向都市外圍移動，都市技術型則有設於都市中心並使產業結

構改變。 
 2.編定工業區設置對中部、南部區域有帶動地方發展效果，北部及東部區域則

無明顯關聯。 
 3.都市勞力型、地方資源型及基礎資源型產業集中於中、南部區域之中小型都

市；都市技術型則集中於北部區域的中型都市。 
 4.都會區經濟結構有日趨雜異化的現象出現，都會區內各市鄉鎮經濟結構亦有

空間分化的現象。 
由上述之論點可知，過去以來政府提供工業用地以供製造業作為生產基地，基

本上是符合區域發展理論，有助於帶動地方發展。以編定工業區而言，對中南部以

勞力密集及資源密集之產業而言，有實質之成效，相對於技術密集之產業則較無明

顯之關連性。就都市產業來看，未來郊區化將成為都市產業移動及設置之重要特徵，

製造業發展將以衛星市鎮及都會郊區為重心發展型態，以都市計畫工業區而言，衛

星都市的都市計畫工業區重要性將提高。 

此外，上述相關研究結論中，並未特別對非都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地予以說明，

因此無法明確歸納出其影響。 

（二）有關製造業產業結構變遷之結論： 

文獻中有關製造業產業結構變遷之結論，整理後計有： 

 1.台灣地區產業結構已進入服務業部門為主，工業部門次之，農業部門沒落的

時代。 
 2.因聚集所帶來之經濟規模，對廠商區位選擇仍是影響因素，且對製造業生產

力有其影響。 
 3.大都市及鄰近地區製造業趨向雜異化；就地區製造業結構分析，大部份鄉鎮

多趨向雜異化發展。 
因台灣都市產業結構已變動為以三級產業為主，雖然台灣地區各級都市二級產

業所佔產業結構之比例各有高低，部分縣市二級產業之比例僅略低於三級產業，惟

相關研究顯示出都市製造業產業特徵有雜異化之現象，對未來工業用地之提供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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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不論是都市計畫工業區、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或是編定工業區，此一產業

變化之情況都必須加以重視。 

  另相關研究提及聚集經濟所產生之效果，對製造業廠商選擇區位而言，仍具有一

定之影響，就編定編定工業區而言，較有機會提供一定規模之生產用地給予具有專

業特殊需要之廠商進行生產之用，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則因

管理及用地提供方式，需透過政府整合方能有效提供，就促進廠商聚集效果而言，

編定工業區較其他工業用地具有相對較佳之條件。 

二、工業用地政策研究 

國內有關工業用地政策之研究，多為相關工業研究中之一小部分，即在研究工

業區時，一併說明相關之工業用地政策，惟目前之研究內容有幾個方向（相關研究

如表 2-2 所示）： 

（一）以編定工業區政策為主要研究內容，即以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劃設之工業區開發政策為研究主體。 

（二）工業區之政策分期，採用一般研究經濟發展時，對台灣經濟發產時期之劃分

方式分期，亦即說明工業用地政策時，多配合經濟發展年期說明。 

（三）以工業用地設置法令為研究重點，尤其以獎勵投資條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為主。 

（四）政策分析時期約至 80年代，後由於對工業區研究之重點多以經濟分析為研究

重點，如產業經濟、聚集經濟等面向，對工業用地空間上之研究較少，因此

相對的對近年政策部分之探討研究亦較少。 

表2-2 國內相關研究有關工業用地政策研究內容表 
研究者 對工業區開發政策的研究內容 

王嘉明（1985） 1.說明編定工業區開發之緣起及發展。 

2.配合經濟建設計畫說明工業發展。 

3.將工業區依開發期別分別說明。 

楊松齡（1988） 說明至 1985年編定工業區開發之政策演進及各階段之內容。 

李穗玲（1989） 台灣地區工業發展概述。 

吳連賞（1990） 說明台灣戰後至 1986年間各階段之工業政策。 

王蘭生（1993 ） 1.依經建計畫及相關上位計畫說明工業政策。 

2.說明獎勵投資條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之法令變動。 

陸恆寧（1993） 1.依經建計畫說明至 1991年工業政策。 

2.說明獎勵投資條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之法令變動。 

陳惠美（1993） 說明工業用地設置法令沿革。 

陳禹彰（1995） 以經濟發展背景及年期說明 40年代至 80年代工業發展。 

游佳瑜（1996） 說明 1960年至 1997年工業區開發之各時期政策。 

麻匡復（1999） 1.說明經濟發展階段各分期之產業變化。 

2.說明編定工業區、都市計畫工業區之法令變動，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則

未提及。 

陳俐伶（2000） 以經濟發展年期說明 40年代至 80年代製造業發展回顧。 

林坤龍（2000） 1.依經濟成長說明 1951年至 1991年工業區發展歷程。 

2.說明編定工業區供給之體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過去之文獻分析可知，對三種工業用地來源研究時，編定工業區是一般研究

重點，都市計畫工業區僅麻匡復（1999）提及，非都市土地則無相關研究討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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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點為，對工業政策用地之研究，採用敘述說明之方式，與經濟發展年期相互

搭配說明時，兩者之關連性並未有較直接之分析，對政策之形成原因或背景解釋性

不足。 

    再者，由於工業用地政策在研究中，通常只用於說明工業用地設置之源由，因

此多是簡明的、敘述性的說明，佔研究內容章節篇幅不多，分析內容深度及廣度較

為不足。 

    由於本研究期望能將工業用地政策與工業用地之生產效率相互連結在不同工業

用地種類及空間研究上，因此在後續研究中，將對工業用地政策進行較深入之分析，

結合台灣經濟發展歷程，說明工業用地政策之形成及目的，以及法令的變動關係，

內容包含編定工業區、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三類；另由於工

業用地來源不同，因此本研究將藉由生產效率的檢視，探討工業用地政策之現存問

題，為本研究所希望能補足現有工業用地政策分析尚且不足之處。 

三、工業用地生產效率之研究 

    國內有關工業用地生產效率之研究，數量上並不多，最早為 1981年蕭慈飛運用

公共政策評估方法對幼獅工業區進行績效分析，惟其評估方式全以文字敘述表達，

說服力上略有不足。 

    近年對工業區生產效率之研究，則始自 1995年之陳禹彰開始，後續研究者有麻

匡復（1999）及林坤龍（2000），三者皆採用資料包絡分析法（DEA）對工業區生產

效率進行評估。其中陳禹彰之結論為加工出口區總體效率最高，編定工業區生產力

最高，科學園區技術密集；麻匡復之研究結論認為，有編定工業區之市鄉鎮效率較

沒有編定工業區之市鄉鎮平均效率高；林坤龍之研究結論為台灣編定工業區大多數

處於無效率階段（相關生產效率研究如表 2-3 所示）；本研究為得到較具體之數據以

說明不同工業用地之生產效率，因此亦採用資料包絡分析法作為研究生產效率時所

採用之方法。 

    由相關研究顯示，目前國內學者研究重心仍以編定工業區為主要研究對象，對

於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之工業用地，並無深入探討。麻匡復之研究雖納入

了都市計畫工業區，但由於其研究之研究分區界定在市鄉鎮，以該市鄉鎮是否具有

編定工業區或都市計畫工業區之二分法，做為用地屬性認定之原則，範圍相當大，

無法釐清市鄉鎮中三種不同工業用地來源所產生之個別影響（例如該市鄉鎮同時具

有兩種工業用地時，如何劃分其個別影響等之問題）。 

因此本研究進行相關研究時，將研究分區縮小至以村（里）為基本研究單位，

明確將研究分區之工業用地屬性予以釐清，並以三種工業用地同時進行分析其產生

之生產效率上之不同，提供作為研究工業用地效率差異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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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內相關工業用地效率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題目 分析效率 

使用之方法

研究範圍 研究結果 

蕭慈飛 

（1981） 

幼獅工業區開發

績效之評估 

公共政策評估

方法 

幼獅工業區 幼獅工業區開發效率理想。 

陳禹彰 

（1995） 

工業區開發效率

之評估—資料包

絡分析法之應用 

資料包絡分析

法（DEA） 

加工出口區、編定工業

區及科學園區 

加工出口區總體效率最高；編

定工業區生產力最高；科學園

區技術密集。 

麻匡復 

（1999） 

編定工業區與都

市計畫工業區開

發效率之研究 

資料包絡分析

法（DEA） 

有編定工業區之市鄉

鎮及有都市計畫工業

區之市鄉鎮 

有編定工業區之市鄉鎮效率較

沒有編定工業區之市鄉鎮平均

效率高。 

林坤龍 

（2000） 

工業區生命週期

及其效率評估之

研究—以台灣地

區工業區為例 

資料包絡分析

法（DEA） 

編定工業區 台灣工業區大多數處於無效率

階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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