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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工業用地政策與生產效率的綜合分析 

在本章中，本研究將針對前述各章節的討論結果，以「政府干預」、「自由市場

經濟」角度，嘗試對於用地政策及廠商生產效率所反映出來的問題進行綜合性的討

論。 

第一節 政府干預與編定工業區 

經濟史證明，成長現象在某些方面有政府指導設計的功效，有些則由市場調控

的企業所表現出來的。幾乎無任一個事例，可證明經濟成長是完全由政府計畫支配，

或由企業體在自由競爭下即可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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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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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Adam Smith 主張放任自利心，自然會產生和諧的經濟秩序。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

中，並非無政府狀態，新古典經濟學中雖強調政府的角色越小越好，但卻從不否定

政府的存在，政府是一種制度執行的代理機構，在於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以利自由市場有效率的運作。 

    政府的存在的目的，在於維持制度的有效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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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干預失去其效果時，便會產生「政府失靈」情況，甚或導致

另一個「市場失靈」情況。 

    檢視編定工業區的政策形成及內容，源自於戰後台灣的經濟凋敝，為求經濟的

快速發展，吸引外人投資及振興國內企業，政府採行一連串的經濟發展策略，並以

多項法令如「促進外人投資條例」、「獎勵投資條例」等作為執行工具，同時因在經

濟發展的過程中，發生市場生產用地不足的情況，廠商為了取得設廠用地而遭遇困

難，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下，政府於「獎勵投資條例」中，加入了工業用地取得

的相關規定，以解決在市場經濟下工業用地市場供給不足的情況，為編定工業區開

發之濫觴。 

    從編定工業區最初設置的制度來看，有以下二個特性： 

一、配合性的措施：目的在協助市場機制運作的角色，配合政策需要解決用地的取

得相關問題。 

二、靜態的編定：不以主動開發的方式提供市場所需供給量，而是以靜態編定工業

用地的方式，提供解除農地保護之相關法令對土地使用限制的管道，以利自由

市場機制的運作。 

由初期的措施來看，政府的角色在於輔助工業用地的交易市場管道建立，同時

排除制度上對於工業用地使用之限制及變更上的管制，政府利用「政府干預」手段，

解決用地市場的問題，市場上工業用地的運作還是透過自由市場由供需雙方交易而

得。 

    制度的轉變，通常代表了面臨的問題有結構或情況改變。編定工業區自政府設

立專責開發單位進行工業區開發、廢除核發用地證明書後，政府對於編定工業區的

開發角色轉變，「干預市場」的方式從以市場機制為主的靜態編定、配合角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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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導編定工業用地市場的供給者，透過主動的評估工業區位，開發興建工業區，

同時以審定出售價格的方式，提供較自由市場交易價格為低的工業用地。就市場機

制的觀點來看，工業用地市場機制轉變為政府價格控制及市場控制的運作方式，在

工業用地需求孔急的時期，廠商甚至需用抽籤的方式方能取得工業用地，政府干預

的程度大大左右了市場的機制。 

    由於土地市場並非完全競爭市場，為使土地資源配置更有效率，對於土地市場

一般均採用規劃管制的干預方式（林森田，1996:97）。規劃管制的目的在於對稀少

資源進行分配，在管制的規範下，透過市場機制運作，促進土地作最有效之配置。

從管制理論的觀點，管制在於制度的提出，運作仍在市場機制下進行，編定工業區

的操作模式則完全在設定的交易條件下進行土地配置，與管制理論假設不同，土地

資源配置是否有效，值得存疑。 

    政府干預市場在於解決市場問題，以政府干預工業用地市場角色轉變及程度加

深的理由來看，在於當時期透過核發用地證明書之方式仍無法有效縮短廠商取得工

業用地的時間，加上工業生產所產生的外部污染問題、不易取得適合的工業用地面

積大小（對大廠商而言）等問題，促成了政府集中開發工業區的前提。由歷史背景

的原因分析，政府的干預以解決市場問題的行為有其必要性，但此一開發方式在運

作四十年後，操作方式並無太大改變，主動操作市場的結果，可能脫離原先經濟目

標所要設定達成的效果，甚至完全不在經濟發展目標下進行工業區開發。 

目前整體經濟市場環境與當時獎勵投資條例設定進行工業區時的市場條件，已

截然不同，工業用地所面臨的問題本質亦已改變。以工業用地價格為例，價格雖然

仍是編定工業區所面臨的問題，但本質卻完全不同。編定工業區售價問題，在制度

形成初期，主要目地在解決廠商取得生產用地價格過高的問題，因此以成本定價、

價格控制的方式，提供低於市場自由交易價格的土地。但在整個產業環境及結構轉

變後，工業用地需求量減少，透過市場交易及現存市場工業用地的存貨所提供的土

地現貨市場，其價格低於開發完成工業區售價，由於編定工業區開發制度本身並未

具有價格彈性調整機制，因此造成工業用地滯銷的情況，制度的老舊造成了編定工

業區「政府失靈」的狀況。這種價格獨佔、政府常居獨佔開發及用地提供地位的情

況是造成政府失靈的主要原因；獨佔使得政府缺乏有效的競爭，造成政府易於墨守

成規，無視於客觀環境的變動，只知被動因應，且延後因應，不易主動配合因應，

更遑論領導環境變動，以致造成市場失靈（丁仁方等，1999:137）。 

    另一個政府失靈的情況為「本人—代理人的問題」。政府代表人民施政，追求國

家設定的目標，但由於監督不易或監督成本過高的結果，政府相關決策者所追求的

可能不是國家利益，而是個人利益，進而產生「政府失靈」（Ibid，1999:137）。由

政府開發工業區的模式來看，政府實際上並不從事工業區開發工作，而是以委託代

辦開發之方式，甄選開發商（公民營企業或機構）進行開發工作，開發商則收取「代

辦費收入」作為其開發利潤，此種模式目前有以下問題產生： 
一、代辦開發單位通常會追求最大預算。由於代辦費的計算基礎在於以實際開發工

業區的投入成本，依一定比例計算代辦費用（即開發商利潤），因此在「自利心」

的前提下，開發商通常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會盡量最大化其投入成本，以取得最

高利潤；成本的提高，意謂著工業區土地售價的提高，過高的價格將直接影響

廠商購買意願及土地銷售情況，進而可能造成滯銷。在此情況下，政府必須投

入更多的監督成本，包括人力、財力以監督開發商行為；近年工業主管機關改

採徵選「工業區開發總顧問」方式，由總顧問對於開發商進行開發成本控管及

審核，對「開發商」而言，必定在合理的範圍內極大化其開發成本，而「總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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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聘用，則又是另一個成本支出，這些成本最後皆納入工業區開發成本轉

為售價結構的一部份，由於監督成本而使售價提高。 

二、在工業區滯銷情況發生後，開發商普遍積壓鉅額的代墊開發資金，工業區開發

的資金歸墊方式，係以出售的地價款支付開發商費用，在資金回收無門、公司

運作遭受影響的情況下，開發商紛紛要求政府編列預算支付開發成本，甚至透

過民意代表及利益團體對政府部門施加壓力，迫使政府將工業區土地由出售方

式改為部份出租方式，視實際出租的情況由政府編列預算或尋求經費歸墊開發

商該部份成本，政府原先企圖以不編列預算方式推動工業區開發的精神，已面

臨考驗。 

政府對土地市場之干預，並非沒有成本之活動，更何況政府亦會有不完全資訊

等政府失靈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管制雖可能提升經濟效益，但其必然性仍遭到質疑

（林森田，1996:186；邊泰明，2003:48）；而新古典學派的觀點，則質疑政府如何

有可能會比私人部門瞭解的多，而做出正確的選擇（瞿宛文，2003:171）。由上述問

題的發生，可以看出編定工業區開發有「政府獨佔」、「本人—代理人」、「最大化預

算」及「利益團體」等造成政府失靈情況；就制度來看，編定工業區的開發方式，「政

府干預」已造成「政府失靈的狀況」，政府追求國家利益最大的前提，已由市場機制

的運作及廠商的自利行為加以破壞。 

就政策的支持度來看，獎勵投資條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提供編定工業區廠商

較另二種工業用地來源為完整的工業區相關配套服務，政府介入市場的角色明顯，

理論上如果政府干預是有效果的、選擇是正確的，那麼就編定工業區內廠商而言，

應有較高的生產效率。 

另由廠商生產效率分析結果來看，顯示的結果卻非如此。在以 DEA 方法對 1996

年台閩地區工商普查資料進行檢驗，編定工業區所在研究區無一具有廠商生產效

率，顯示出政府開發編定工業區至現階段而言，制度本身已不具有明顯提升廠商生

產效率的實質效果。由於驗證資料為單一年度資料，對於編定工業區開發之初的成

效，無法以一概全，全盤否定開發工業區之效果，但這樣的資料結果仍具有某種程

度的解釋性： 

一、編定工業區已無法達成廠商高生產效率之要求，由現階段的資料分析，工業區

的經濟功能已減弱，廠商無法藉由進駐工業區而獲致較高生產效率，制度的調

整有其必要。 

二、以 1996年資料結果，仍足以解釋整個工業區開發過程之效果，其主要原因在於

已開發完成工業區內雖有廠商轉換問題（如遷廠、新設移入廠商等），但工業區

仍維持在整體運作的情況，其工業區基本條件及廠商結構並無太大改變；另如

果是生產用地閒置情況，反映在廠商生產效率上的結果，必定也是呈現出生產

無效率的情況。 

就生產效率的觀點來看，編定工業區的開發政策有調整或檢討的必要性。 

    另由效率評估的模式內容來看，影響廠商的投入要素為土地、勞力、資本等，

從實際分析的結果，都市計畫區內違規土地使用及非都市土地的工業生產，廠商生

產效率都遠高於編定工業區，由用地的角度來看，雖無法推定經濟學上「土地」投

入在現實環境中，這項生產要素的重要性降低，但在卻可以斷言，在三種工業用地

來源上，編定工業區的用地制度對廠商效率而言並不具有競爭性。 

    獎勵措施一向被視為編定工業區最大的競爭利基，就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

升級條例的適用情況來看，並不限定於工業區內廠商，而是符合條件之廠商，都可

以適用優惠條例，在這個基礎下，編定工業區所存在的是較其他工業來源用地優越



第六章 工業用地政策與生產效率的綜合分析 

6- 4

且完備的工業區用地開發配套條件。檢視生產效率的結論來看，較佳的開發制度並

不一定代表較佳的廠商生產效率產出，雖然廠商的產出尚受到其他投入生產要素的

影響，但土地制度的優惠並無法使廠商生產效率相對突出。 

另惟不論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一直以來的租稅減免，亦被視為

租稅上的的扭曲；原意在於改善投資環境的「獎勵投資條例」有成為廠商逃漏稅賦

的工具之嫌，其負面影響可能己大於正面效果（丁萬鳴，1992:93）。立法院泛紫聯

盟即批評政府稅制是拉攏財團，財政部官員則表示，現行促進產業升級條例規定的

減免稅額，導致稅基侵蝕擴大，每年稅收損失六百億元至八百億元，促進產業升級

條例將在 2009 年（民國 98 年）底屆滿，這項租稅優惠條例，屬契約性立法，目前

無法提前廢止，但已列為行政院財政改革方案長期措施研究1。如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於 2009 年截止，未來編定工業區之開發所能享受的制度優惠（徵收用地取得等），

是否尚能存續，工業區開發方向及存廢則尚有疑問。 

    對於優惠措施及專屬的工業用地開發模式是否具有廠商生產效率的問題，在編

定工業區上發現是無效率的情況。為瞭解這個結論的解釋性，本研究將新竹科學園

區資料投入進行 DEA 效率評估，由新竹科學園區對進駐廠商的專屬租稅優惠及減免，

以及特殊的租地方式提供廠商生產用地，政府的干預程度較之於編定工業區程度上

更高，依干預所要達成的市場效率來看，廠商效率應該較高；惟就分析結果顯示，

科學園區的廠商生產效率全部未達有效率單元。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的市場干預並無

法產出相對較高的廠商生產效率，再次證明了政府在工業生產用地上的干預具體效

果有限。 

    跳脫經濟學的角度來看，科學園區及編定工業區在設立之初，負有某部份非經

濟的因素。以科學園區為例，科學園區在當時吸引大批科技人才回國，對相關工業

技術水準提升有相當貢獻（王健全等，1999:293）。編定工業區亦然，在設立初期某

個程度上必定達成其預期目標，限於資料之故，本研究無法對設立初期之廠商生產

效率進行效率分析，惟並無損與本文之研究結論。在前章文獻回顧中曾提及，政府

的干預管制及經建計劃的執行成功，其中要點在於「關鍵時刻作必要、甚至大幅度

的修正」，編定工業區發展至今，開發制度本身並未依據發展現況進行結構性調整，

以致於至本研究研究年期（1996 年）時，已呈現出不具高生產效率之情況，開發方

式的調整及政策目標的明確化，成為未來制度建立時的重要關鍵。 

    就生產效率的觀點，生產要素中尚有一個要素是無法經由統計數據量化投入分

析，即「企業能力」，企業能力的產出為「利潤」，廠商生產技術的提升及管理能力

的強化，實際上可能較之於用地政策面的影響更為重要，惟本部份投入要素並不在

本研究研究範圍內。 

    限於投入產出方法的限制，對於投入之生產要素對廠商生產效率所產生之個別

差異（土地、勞力等之個別影響），如逕為定義工業用地政策已完全失效，恐失之武

斷；惟本研究認為 DEA 生產效率對工業用地的廠商效率評估結果，對說明工業用地

制度的差異，仍具有某一程度的參考性，其因在於其他之投入生產要素（勞力、實

際運用資產淨額）標準均相同，且均屬於廠商自身生產條件的實質情況，如因該類

條件影響而產生生產效率的差異（如編定工業區不具廠商生產效率等），亦可說明該

類工業用地所吸引之設廠廠商或產業種類已面臨生產效率不佳之情況，工業用地政

策仍須針對此點進行必要之調整，以解決無效率之狀況；而另一方面，由於屬廠商

內部條件之自身投入要素標準相同，除此之外僅剩下屬於受外部制度及影響較明顯

                                                 
1 中國時報，2004年 2 月 18 日 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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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項投入要素，因此 DEA 分析之結果，就受制度面影響之因素來看，亦僅有土

地投入一項，對於研究結果而言，工業用地政策或制度仍有必要對於廠商無效率之

情況進行檢討或調整。 

    另一方面，影響廠商效率的因素，除經濟學上之四大生產要素外，尚有外部性

的影響因素造成的影響，諸如產業環境的變動、國際產業分工的改變、污染防制及

外部性因素消除或改善等，都直接或間接影響工業用地廠商生產效率的高低。就政

策分析的內容來看，近年來經濟發展及工業發展政策對於外部影響因素的調整是緩

慢的，包括如編定工業區配合「亞太製造中心」、「綠色矽島」反映於工業用地政策

上的內容並不明確，執行成效亦不高；都市計畫區及非都市土地對造成社會外部不

經濟的違規工業使用的取締不力等等，都使得廠商（編定工業區、都市計畫工業區）

生產效率受到影響。就工業用地 DEA 分析結果來看，由於經濟模式本身考慮的是投

入與產出間的效率關係，對於非屬投入生產要素的外部影響因素，亦缺乏解釋上的

能力，此乃研究方法上的基本限制。惟不論從政策面或效率面來看，外部影響因素

有其探討之必要，且必然對於工業用地及廠商產生重要之影響。 

    經濟成長的表現往往是在政府設計出來的法治規則的架構裡，企業家則竭盡所

能的在公平合理，且立足點平等的環境中生存，於合理合法的進行競爭下所得的結

果（楊國義，1996：42）。Simon Kuznets 在討論開發中國家進現代經濟成長遭遇的

困難時，相當強調非經濟因素尤其是政治與社會制度的重要。在其「現代經濟成長」

一書中曾明白提及：「任何一個時代的『成長』，不但是指整個經濟的改變，而且亦

涉及『結構性變動』」（林山木譯，1979:3）。政府對編定工業區開發的制度建立，在

設計一個優於其他工業用地提供的管道，期望藉由這個制度架構，讓廠商在相對優

勢的基本條件下，能創造高經濟成長及國家利益，但制度的形成及執行，必須依據

實際狀況及結構的改變進行調整，亦即對「結構性變動」必須適時因應，以維持市

場效率創造的基本要件，制度方能有效；惟在編定工業區開發制度上，結構性的變

動尚未發生。 

在上述政策干預、生產要素及生產效率的討論下，編定工業區未來的的開發或

制度調整，建議可朝向以下幾個方面思考： 

一、與未來產業發展的密切結合：編定工業區設立之初的目的即在於配合產業發展

需要，解決土地市場失靈的情況，是一種配合措施；惟就目前的開發狀況分析，

與產業發展政策的關連程度降低。就配合提供用地的角度來看，編定工業區未

來的發展方向，仍應密切與未來產業發展方向相配合，包括外部經濟影響因素

及產業環境變動之調整等；另如經評估後編定工業區在當時期確無配合經濟發

展之開闢需要，則不應繼續進行與產業發展脫節的主動性開發工作。 
二、開發工業區有其必要性時，建議放棄部份干預措施，由市場自由運作：如經評

估政府仍有開發編定工業區之必要時，建議政府對於編定工業區開發方式放棄

部份干預行為，包括主動開發的方式、價格定價的控制等，而以制訂設計完整

的「遊戲規則」及執行方式，或交由民間機構自行開發，或價格則由市場狀況

決定，在這個「規則」下，由自由市場機制決定工業區是否開發、用地的售價

如何以及工業用地的需求量等，政府則扮演監督與輔導的角色。 
三、結構性調整的必要性：結構性的調整對於編定工業區政策成功與否有極大影響，

編定工業區開發方式已實施四十年，惟從未進行過制度上結構性調整，因此未

來工業用地主管機關擬定編定工業區策略時，建議先對目前之開發制度進行討

論及調整；同時更迫切需要的，應是建立市場用地需求反映機制與用地市場調

節制度，將用地提供與市場需求作動態的、立即的配合，編定工業區功能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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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已開發完成工業區」與「新闢工業區」整體用地供給制度的策略性方

向。 
四、動態用地管制的必要性：對於已開發完成工業區，目前的作法僅由工業主管機

關於工業區內設置服務中心，負責管理工業區整體運作（如污水處理廠、公共

服務設施的維護等）。對於因產業結構而進行區內廠商組合更新等，目前並無具

體措施；同時就目前開發方式來看，現行工業區體制對於廠商進駐新開闢工業

區時，必須先行資格審核，而工業區開發完成、廠商進駐完畢開始營運後，則

缺乏對產業類型的管制，因此當景氣變動或經濟環境改變後，部份開發完成工

業區便出現閒置狀況，此時如仍持續興闢新工業區，滯銷發生便可預期。在此

情況下，工業主管機關應跳脫工業用地來源以新闢工業區為主的觀點，改就現

有工業區生產用地進行檢討，以「動態管制」瞭解工業用地供給狀況，並對工

業區之用地進行更新或媒介用地需求，健全工業用地供給、活化已開發工業區。 
五、編定工業區除解決廠商生產用地取得不易的功能外，其非量化及非經濟的策略

考量，如外部因素的消除、產業人才的培育、產業技術的提升等，均多屬非經

濟分析的層面的效益，且具有助於提升整體工業生產及環境品質保護的作用，

因此對於編定工業區的存廢若單從市場銷售或經濟面等角度來決定，或許失之

片面；本研究之目的亦不在於全盤否定編定工業區開發之必要，而在於明確指

出目前編定工業區開發制度面上所面臨之實際問題。因此如經工業發展整體政

策考量及評估下，編定工業區的存在仍有其必要性時，建議對編定工業區所欲

達成之經濟性目標及非經濟性目標明確評估分析，以確立開發工業區的實質效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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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由市場與都市計畫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 

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係透過土地管制的手段劃設用

地，供工業使用。都市計畫工業區劃設主要目的在於維護都市生活品質及環境，以

專屬分區用地提供都市工業發展，並藉以隔離工業生產所帶來的外部性。非都市土

地土地使用編定，係針對都市計畫範圍外之土地，依實際使用現況，編定使用分區，

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的主要目的在於配合地區發展的功能。 

    依用地提供體系來看，都市計畫工業區與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係土地利用

體系下，以靜態管制作為基礎的用地體系，與編定工業區以工業區開發為主的動態

開發性質不同。正因提供性質不同，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不

以干預市場為目標，工業用地的取得係透過市場機制，由需地廠商與土地所有權人

依市場價格交易取得，政府部門不進行價格上的干預。從管制理論的觀點，都市計

畫工業區與非都市土地在土地使用上受到容許使用的管制，交易則在市場機制下進

行，符合管制理論假設，政府干預市場的效果就理論上分析，應有一定程度的成效。 

    由生產效率的研究結果顯示，都市計畫區內非工業使用之土地使用分區，擁有

較佳之廠商生產效率，其次為非都市土地。此一結論反映的意義在於，愈少的政府

管制，通常會獲致較高的廠商生產效率。 

    在編定工業區的效率分析上，由於所有研究分區皆不屬有效率單元，因此在空

間區位上，無法分析其特性或趨勢。在都市計畫區及非都市土地工業使用效率分析

時，有效率單元則可看出若干特性。由區域來看，都市計畫工業區的有效率單元數

量，由北向南遞減；而北部、中部及南部區域，都市計畫違規工業使用，是有效率

單元的主要來源，中部區域非都市土地作為工業使用的效率單元亦高（如圖 6-1 所

示）。就區位的觀點來看，北部區域工業用地的使用集中於都市計畫區內。 

都市計畫違規工
業使用效率高

非都市土地
工業使用效

率高

都市計畫工業區效率

遞減

都市計畫違規工
業使用效率高

北部區域

南部區域

中部區域
都市計畫違
規工業使用
效率高

 

圖6-1 都市計畫區及非都市土地廠商效率與空間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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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價格機制部份，政府對都市土地及非都市土地並未介入市場進行價格干預的

動作；但都市土地及非都市土地的劃設，都有一個主要的目標，即「管制」；這個「管

制」在都市計畫工業區中為不同污染程度的廠商，依規定設廠於不同管制等級之工

業區（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等），非都市土地則在於工業使用僅限於使用丁種建

築用地進行生產；在都市及非都市土地部份，「政府干預」在於「管制土地使用的容

許使用內容」。 

都市計畫區內工業違規使用的情況，以 1983年資料顯示，座落在都市計畫區內

之廠商佔全省營運工廠總數 71.4%，可見大部分工廠分佈於都市內，但其中僅有二分

之一位於都市計畫工業區中（許松根，1991:119）。另依內政部（1997）國土利用現

況調查報告書顯示，台灣地區都市計畫違規工業使用的比例為 18.73%，北部、中部、

南部及東部區域的違規比例各為 16.09%、23.48%、18.53%及 12.86%，違規所在的土

地使用分區以特定農業區為主（佔違規面積之 22.6%），其次為都市農業區（18.67%）、

行政區（18.73%）、住宅區（14.72%），都市計畫違規工業使用的主要用地分區為農

業分區上；由資料分析，都市計畫區內違規工業使用有下降之趨勢。造成都市違規

工業使用的原因可能為農地價格較低、農地管理鬆散及都市農地區位相對適宜發展

等原因（林建元，2000:87）；另外由於政府對違規使用的取締並不嚴格，都市計畫

其他分區違規使用，享有都市的便利性卻不需負擔較高之地價等因素，也造成大量

非工業使用用地分區違規使用。 

非都市土地的違規主要如前述章節所提及，政府單位對於非都市土地的違規狀

況，因人力、物力及執行單位取締能力有限，管制效果不佳，雖然因本研究資料取

得的限制，無法就非都市土地中之違規工業使用進行分析，明確說明非都市土地的

有效率單位是否來自於土地的違規工業使用，但相信違規使用部份應有某個程度上

的影響。 

由前述章節分析的內容可知，縱使工業區開發政策支持度不同，但卻未對廠商

生產效率造成影響，廠商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下，會尋求對自己最有利的生產要素投

入，產出高生產效率；廠商尋求有利生產要素時，並不見得會遵守法令規定，以土

地投入一項，都市計畫其他分區的違規工業使用即是一個明顯例子。 

就「政府干預」分析生產效率，理論上「干預」程度愈小，生產效率愈高。都

市計畫區及非都市土地的工業用地，由於政府干預相對於編定工業區少，「政府管制」

的目的又未能落實，使得整個用地市場接近於「自由市場機制」，廠商生產效率高。 

政府政策的執行力，明顯影響政策及措施的成效；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

地丁種建築用地具有最基本的「管制功能」，即使用分區的限制，在分區的限制下各

類土地依其容許類別進行使用。新古典經濟學及管制理論皆同意政府在某些「特定

目的」下，可以對市場進行必要之干預或管制，此「特定目的」即在於消除因工業

生產所帶來的「外部不經濟」；本研究進行政策與廠商生產效率研究時發現，政府管

制愈少，廠商所顯現出來之廠商效率愈高，惟此「少量管制」所顯現的廠商生產效

率，其原因可能不在於干預制度的完善設計，而在於管制的未能執行，違規工業使

用的行為並未被確實規範（制度上已有完整之分區及取締制度），造成廠商在不需負

擔外部成本的情況下生產，相對上就有可能產出較高的廠商生產效率。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具有管制理論上合理的學術立論基礎，亦是政府對於土地市

場干預的有效手段之一，既然政府採行「制度的干預及管制」以利土地使用的合理

發展，則制度的確實執行就變得十分重要，否則在有管制的情況下，廠商的違規生

產行為不需擔負任何代價，制度便失去其效果及公平性，制度的存廢便產生疑義。 

在這些討論論點下，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未來的開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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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向，建議可朝向以下幾方面思考： 

一、政府放棄干預，完全任由自由市場運作，如此當然最接近學理上對市場機制假

設的要求，惟都市土地及非都市土地都有一個「管制」的主要目的，以維護都

市品質與保護資源。既然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的工業用地主要目標不在於配

合經濟發展政策，因此相關管制措施仍應落實計畫所欲達成的「管制精神」，在

環境品質或及社會公益等的考量下，適度「干預」市場；同時對於違規使用之

工業生產行為，建議加以取締管制，否則在違規卻不需負擔成本或代價的情況

下，廠商選取生產用地時仍將可能以違規使用土地分區作為主要考量。 

二、對於都市及非都市土地工業用地的定位加以討論，有其必要，包括用地與國家

經濟計劃配合角色、都市產業與都市計畫工業區的關連性、都市計畫工業區之

存廢問題等，都有必要分別對二種土地來源加以釐清；都市計畫工業區與非都

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的設立目標原就不同，其對於經濟上的功能亦不相同，如

無法對其工業用地定位加以釐清，且配合地區發展加以調整，則用地未來發展

仍易產生漫無目標之發展狀況，對於新設或變更用地亦無統一之規範標準。 

三、另一個思考重點在於，如果政府認為上述藉由部份管制行為且透過市場自由運

作是可採行的都市與非都市工業用地發展策略，則用地總量管制、開發許可落

實或其他可行的策略，都有必要加以規範，確立用地市場「遊戲規則」，都市計

畫及非都市土地工業用地的利用將更為有效，同時保障及避免在自由市場運作

下，生產行為的外部性因素，對社會造成外部不經濟的影響。 

四、在都市計畫違規使用及非都市土地具有較高廠商生產效率的情形下，政府部門

有必要對於都市土地及非都市土地的工業發展，作更有計劃的目標規劃及完整

的管制執行規範，利用既存的發展優勢及土地條件，配合推動製造業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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