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企業特區觀點探討都市再發展策略 

第三章 國外實施企業特區之分析 

在市場自由運作的情況下，廠商為追求最大利潤，如圖 3-1 所示，可能會產

生外部性、資訊不對稱…等問題，加上政府以規劃管制造成制度僵化，此皆使得

環境品質低劣、土地污染、土地不當使用等問題隨之而生，廠商獲得利潤減少，

降低投資意願，裁員、產業外移造成工作機會減少，失業率隨之提高。而企業特

區之概念係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政府於該區域建立最低管制標準，建構解決

市場失靈運作之工具，提升環境品質、增加可開發土地的供給及提供其他活動所

需資源，吸引新的產業活動促使荒廢土地及建物從事生產活動，並以具傳導性的

新生企業來增加就業機會（曾文成，1991：28），達到供給面效應，如：降低土

地價格及最低工資管制，進而企業投資、增加工作機會等效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先進國家都面臨類似的社會經濟發展難題，國

內住宅受到戰爭的影響，殘破、敗壞等情況屢見不鮮，內城逐漸衰敗，加上人口

自然增加率的增加，使得都市住宅供應不足，都市問題逐一浮現。此時，各國政

府採行凱因斯福利國理念，強調由政府負起創造需求的角色來解決市場失靈的現

象，然而在科技發展、全球化的影響下，產業結構型態轉變，政府財政赤字愈趨

嚴重，已無力由政府全然主導經濟發展之情況。因此，英國與美國紛紛走向市場

導向的政府角色，以私人企業的力量來帶動社會與經濟發展，企業特區便是在此

種理念下誕生。以下將分述英國與美國實施企業特區之發展歷程，以國外之例證

作為我國推動都市再發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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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 

圖 3-1 企業特區解決市場失靈之流程圖 
資料來源：DO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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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英國實施企業特區之歷程與案例 

壹、 英國創設企業特區之社會經濟背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內城呈現衰敗的現象。White Paper, Policy for the 

Inner Cities（1977）提出英國內城主要面臨經濟衰退、實質建設衰敗及其他隨之

而來的社會問題，然而經濟衰退為內城衰敗之問題核心，試說明其原因如下（引

自 Ikehara，1990：14-15）： 

一、 經濟衰退 

戰後，在大型都市之核心區域高失業率3-1逐漸浮現，其缺乏技能之勞工已超

過全國比例，而此又為高失業率之主要族群，加上郊區化的影響，有專業技能之

勞工紛紛離開市中心往郊區移動。此一時期，傳統產業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傳統

工業產品的滯銷致使內城的傳統工業被迫倒閉、合併或減產，大幅度減少內城原

有的就業機會，勞動力又更加外流，工作機會更少，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業的成長，

然而此卻無法為勞力工作者增加工作機會。造成經濟衰退主要有以下五個原因： 

（一）州官僚主義及管制延宕私部門之開發效率，因此紛紛浮現政府應將管

制降到最低程度之主張，以促進地方經濟復甦，此一觀念為企業特區

法案-the Conservative’s Local Government , Planning and Land Bill-原

始架構之來源。 

（二）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影響3-2，造成產業由製造業轉向服務

業， Fothergill et al.（1986）指出藉由勞動生產力成長率之差異可解

釋製造業與服務業間勞動力之轉移。在製造業中，透過新機器及更有

                                                 
3-1此一情形於 1966 年即已發生，載至 1986 年，已有超過 300 萬人失業，約占總勞動力之 14%。

在 19 世紀中有半數人口居住在工業城市，因此，去工業化造成工作機會減少必然集中在這些內

城區域。Fothergill et al.（1986）指出在 1960、1970 年代之二十年間，倫敦已減少超過一

半的製造業就業機會，約佔全英國 26.3%。當製造業衰退時，其他關聯產業亦隨之消失，造成失

業人口往外移動。雖然倫敦因製造業衰敗而減少大量工作機會之缺口，可由其他部門進駐補償，

如：服務部門、財務、觀光及其他服務等。然而，此種擴張性部門傾向雇用具有專業技能及科

技方面之人員，內城失業者多集中在缺乏專業技能者，地方勞動市場之勞工技能與可提供工作

種類產生落差，因此，內城失業率仍居高不下。 
3-2周志龍（2003：179）指出戰後世界經濟重建後，西方工業化國家經歷了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奇

蹟式的發展，並快速地從戰後的經濟廢墟中，重建了自 1930 年代以後未曾經歷的資本主義黃金

時期；但是好景不長。到了 1960 年代末期以來，特別是自石油危機以後，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

社經發展再度面臨了另一次結構性的危機。各國傳統第一部門的資本財工業遭到巨大的打擊，

造成其傳統工業區域及大都會區的嚴重失業。世界各大都會因之面臨了一次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sation）的發展。傳統工業生產在各國經濟的重要性急速下降，並為現代科技

產業及服務業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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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的製程可取代勞力，然而服務業卻無法如此。當製造業的生產量

少於其生產力時，表示勞動力供給過量，勞動力的需求將下降，因此，

造成製造業之勞動力轉移至服務業。此外，失業率造成都市與鄉村顯

著對比，亦即以工業生產為核心之都市在現代資本經濟中不可避免地

面臨衰退的命運，然而，鄉村地區及非大都會區受到新製造業投資的

影響，產生穩定的生產與就業的擴張，使得都市與鄉村呈現衰敗與成

長的兩種對比樣貌。 

（三）資本全球化：自 1950 年代起，特別是工業資本在全球各地擴張其經

濟活動，國家、區城、甚至是都市皆高度依賴全球經濟環境。Simmie

（1983）指出規模較大公司之勞力分配決定了就業的主要結構與區

位。在 1981 年，前 500 大企業雇用全英國約 48%之勞動人口。由於

這些企業雇用高比例之勞動人口，因此此類企業集中了整體經濟之勞

力分配結構。換言之，地方經濟亦高度依賴跨國企業之分配。Dicken

（1986）指出國際資本的重構加深英國北部衰敗與南部成長間之差

距，亦強化就業的衰退，特別是在工業城市及製造業方面。 

（四）郊區化（Decentralization）：SSRC’s 「Inner Cities Working Report」提

出郊區化主要有以下五個原因： 

1. 清除貧民窟：戰後內城存在大量不適宜居住的住宅而提出貧民窟的拆

除（Slum Clearance），特別在 1960 年代的老舊內城都市，此一政策

將人口向城外推移。 

2. 所有權人的期望：許多家庭願意在市區取得其能力可負擔成本之大小

合宜住宅，然而其多位在都市之外圍或更遠地帶，使得人口向外遷移。 

3. 郊區生活型態之吸引力：郊區有較佳的自然、實質及社會環境，吸引

都市人口向郊區移動，然而，這僅限於負擔得起價格之人，始能進駐。 

4. 就業機會的移動：不論此為遷出之原因或結果，或是兩者交互作用過

程，報告指出遷出之居民除了移動其居住地點外，亦會立即更換工

作，因此，當新居民人口增加，亦增加當地服務之新需求，因而創造

新的工作機會。 

5. 交通科技的發展：自有汽車增加、資訊科技發展促使企業及服務遠離

傳統都市區位，由此可看出社會發展呈現極化的現象，中高所得者離

開都市，留下缺乏專業技能且貧窮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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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錯誤的都市政策加劇都市問題：如住宅政策，逐漸減少私人租賃部

門，而高度的公共租賃部門阻礙人口的流動性；1960 年代之貧民窟拆

除3-3及過剩人口政策（overspill policy）3-4，造成都市荒廢土地增加及

人口向郊區移動；1970 年代之複合更新政策（comprehensive renewal 

policy）。 

二、 實質建設衰敗：龐大的住宅品質低落及大範圍的荒廢土地，造成這些地區

缺乏吸引力，無法吸引產業及住宅之新投資。 

三、 其他社會問題：由於高失業率及低所得造成內城地區貧窮問題，許多弱勢

族群人民是集居在內城，如：年老者、無家可歸者、少數民族、酗酒或吸

毒者…等，進而產生許多社會問題。 

英國政府在戰後採行凱因斯福利國理念，政府福利支出快速成長，造成國家

龐大的財政負擔，經濟發展需靠政府的大量借貸支應，導致長期嚴重的通貨膨

脹。這些社經發展趨向在保守黨於 1979 年柴契爾上台後，積極強化保守黨所主

張傾向金融資本的市場機制發展的支配性領導權，戲劇性地成為所謂的柴契爾主

義3-5。 

在此一時期，英國政府修改了「新鎮法」，提出了儘快結束新鎮開發，逐步

解散新鎮開發公司，削減新鎮人口規模等政策，從而從源頭上截留住了內城的經

濟和人口繼續流向新鎮。並確立經濟基礎振興地域產業，同時對住宅及環境進行

再整備，以推行回復內城活力的政策。  

                                                 
3-3因拆除貧民窟而產生的都市更新效果並不明顯，反而因城市的建築歷史文脈被割裂而造成城市

的破壞。此外，被拆除的貧民窟土地由於經濟原因而無力引進新的建設項目致使內城區的荒廢

地產生，並誘發了內城衰敗（Inner Cities Decline）問題。大量拆除貧民窟造成了許多的待

利用土地，另一方面又由於上述的兩項主要原因致使無新的建設去填補這些待利用土地，都市

中明顯地出現了大量的荒廢土地（Derelict Land）。1982 年，僅英格蘭地區的荒廢地就有 4568

公頃，約為英格蘭總土地數的 0.4%（郝娟，2004）。 
3-4政府採行新市鎮建設運動，在 1946 年新市鎮法（New Town Act）的授權下，英國政府成立新

市鎮開發公司專責推動新市鎮開發建設事業。第一代實施於 8 個地區（Stevenage、Crowley、

Hemle empstead、Harlow、Hatfield、Melwgn、Basildon、Brace-nell），而第二代之後可分成

三種類型：第一個主要類型係設計為功能完整之成長中心，以刺激經濟落後、失業嚴重地區之

發展者。第二類為配合貧民窟重建及住宅建設之需要所興建。第三類與第一代倫敦郊區新市鎮

功能一樣，在疏解市中心區瓶頸之用。所有這些新市鎮建設雖然功能設計上有不同，但都共同

具有透過住宅建設、刺激總體有效需求的福利國政策目的（周志龍，1998：98-99）。 
3-5在保守黨長期支配著國家機器（1979-1997 年）的政治環境裡，許多由國家所主導的政經社會

機制的創新實驗，積極朝向追求市場機制的彈性制度發展。過去凱因斯介入主義的意識形態和

教條漸因而為新保守主義所強調的彈性發展所取代，以挽救英國在世界體系中頹危的經濟。福

特主義的發展模式也漸為新保守主義的強調自由化累積，以建立市場機制的彈性發展模式所取

代（周志龍，1998：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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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年的白皮書及 1978 年內都市地區法（Inner Urban Area Act）所採取的

都市發展政策，已由貧民窟清理與都市更新策略，轉往強調市場導向的發展，並

強化經濟的結構性競爭力，藉由下濾作用，波及於整個社會進而改善社會狀況。 

在內城衰敗情況下，加上政府理念由福特主義轉向新保守主義，企業特區之

中心概念即是在政府簡化管制與尊重市場機制下逐步實施，其以租稅減免、簡化

規劃程序及對工商業不動產開發予以補貼，將過時之都市工商資產，快速轉化為

較佳之使用，企圖透過對中小企業之扶持，使資本能快速依世界市場情況，投資

於新企業，進而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周志龍，1998：107，2003：186）。 

由於企業特區係於保守黨（1979-1997 年）主政期間所劃設，因此，企業特

區亦以柴契爾主義作為實際實施之政策核心，本研究將不再討論後續工黨（1997

年迄今）執政後之都市開發政策。 

貳、 企業特區發展歷程 

一、 企業特區之發展雛型 

追溯企業特區之最原始起源，係於 1977 年由 Peter Hall 教授提出自由港

（Freeport）之概念而擴張（Norman，1984）。當時英國面臨內城成長減緩、停

滯及隨之來的問題，因此，Hall 提出在衰敗內城選定小規模之特定區域，以最少

管制提供各種獎勵誘因。此本質上係以無計畫（non-plan）式之自由放任原則（the 

principles of laissez-faire）為此概念的核心，嘗試非正統的方式-企業特區，然而

此為解決都市問題的最後防線。就內城而言，最適當的施行區域為具有許多荒廢

土地及貧窮人民，或是具有嚴重社會及經濟問題的區域。Hall 強調不將自由港視

為都市問題的解決方式，而是一個可能解決的模式（Ikehara，1990：20-30）。

Hall 認為自由港包含以下三要素（Butler，1980：22）： 

（一）設立地點以衰敗地區為主，該區域得以減免國際貿易與關稅控制、所

有進口或銷售的財貨免於海關檢查及稅賦，以鼓勵廠商及資本進駐。 

（二）工資依市場機制而定，並使官僚主義（科層制度）最小化。 

（三）在實施解除管制、低稅賦及低社會利益之新措施下，原住居民得自由

選擇離開或留在該區域。 

「企業特區（Enterprise Zone）」此一名詞最初來自 Sir Howe 於 1978 年 6

月在倫敦船塢區多格斯島（the Isle of Dogs in London Docklands）所發表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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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修正上述 Hall 所提出自由港要素，並提出企業特區之概念，主張以下之基本

特點（Butler，1980：23）： 

（一）以一平方英哩之面積或是在城市最衰敗之部分選擇實施區域，劃分企

業特區。 

（二）停止實施任何細節的計畫與管制，並許可為法定目的及不符合基本人

口、健康及安全標準之建物。 

（三）城市議會得於公開市場拍賣其擁有之空地或荒廢財產。 

（四）特區內之新開發者得免受租賃管制。 

（五）遷入特區之廠商得扣減或免除財產稅，並於開發上享有資本利得稅之

減免。 

（六）特區內之廠商將被保證不會修改影響其投資、折舊之公部門法令而蒙

受不利，但其不得享有政府之特別補助金。 

（七）特區內無工資與價格管制。 

（八）上述情況將以州定及特定年限保障之。 

當 Sir Howe 提出企業特區之概念，很快地受到保守黨的支持，特別是柴契

爾夫人，在 1979 年 5 月，企業特區即已進入法令制定與實施的具體階段。 

之後，Sir Howe 在 1980 年 3 月 26 日演講說明企業特區之計畫，雖然其仍包

含 1978 年主張之主要部分，由於工資及價格管制在該期間已廢止、政府已在全

國實施降低租賃管制衝擊的方式以及銷售政府所有的土地及住宅的方法，因此，

1978 年主張的某些項目沒納入該演講內容，但加入以下幾個要素：一、對於工

商建築物之公司所得稅得享有 100%資金補貼。二、加速處理零售業免關稅之申

請。三、政府對於統計資訊之最低要求。然而，此一方式有其矛盾所在，因為實

施企業特區最重要的即是「監督」。四、停止對於持續開發中工業之授與證明程

序。五、免除工業訓練委員會，連帶免除工業訓練稅。除了財務方面的要素，其

他項目之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層面，因對降低公司整體成本並無太大影響

（Ikehara，1990：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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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定地位 

企業特區之法定地位源於 1980 年「地方政府規劃與土地法令（the 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Land Act , LGPLA）」及「財務法令（the Finance Act）」

授權地方當局、新鎮（New Towns）或都市開發公司（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 UDC）提出企業特區計畫（Butler，1991：183）。雖然企業特區引

起政府很大的注意，然而，企業特區計畫並無獨立之法案，僅以 831 號修正案加

入 LGPLA 中（Ikehara，1990：41）。 

參、 企業特區實施狀況 

一、 區域選擇基準 

英國政府環境部主要依據以下準則選定企業特區之地區（曾文成，1991）： 

（一）企業特區應設置於不同區域，以促進各區域間合理發展。 

（二）區域內，企業特區宜配置於經濟潛力高與實質環境衰退的問題地區。 

（三）企業特區應設置於有需要且有發展潛力的地點。 

（四）由地方政府協調促成。 

二、 實施區域與時間 

本研究主要根據英國DOE（1995）3-6所提出之企業特區評估報告，其主要針

對 1981 年、1983-1984 年之二階段企業特區實施情況進行評估。由表 3-1 及圖

3-2 可看出，英國所劃分之 22 個企業特區分別位於都市、市郊及偏遠地區，不以

都市地區為限，其中，位於都市區（Urban）、可及區（Accessible）及偏遠區（Remote）

分別為 6、13、3 個，所在位置包含內城、荒廢工業城、計畫工業區等。又實施

期限以 10 年為限，位於區內之廠商得於該期限內享有優惠措施，但可再延續之。 

（一）第一階段（1981 年），劃設 9 個企業特區，分別位於 Corby 、Dudley、

Hartlepool、Salford/Trafford、Speke、Tyneside、Wakefield、Swansea、

Clydebank。 

（二）第二階段（1983-1984 年），劃設 13 個特區，分別位於 Allerdale、

Glanford、Middlesbrough、North East Lancashire、North West Kent、

Rotherham、Scunthorpe、Telford、Wellingborough、Delyn、Milford 
                                                 
3-6此份報告係由DOE（1995）出版，由PA Cambridge Economic Consultants評估 22 個企業特區

至 1991/92（第一階段）及 1993/94（第二階段）之實施情況報告，不含the Isle of Dogs（因

其由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作獨立的評估資料）與截至報告出版時仍實

施中之North West Kent（Chatham）、Inverclyde、SunderlandLanarkshire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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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n、Invergordon、Tayside。 

根據 ODPM（2004）研究顯示，英國共劃分 38 個企業特區；又依 UK Trade 

& Investment（2006）資料顯示，截至 2006 年，僅剩 2 個企業特區仍實施中，皆

位於英格蘭東北部，分別為 Tyne Riverside 之 2-7 號及 8-11 號企業特區，其終止

日期分別為 2006 年 8 月 25 日、2006 年 10 月 20 日。 
表 3-1 英國實施企業特區之地區與時間表 

企業特區 總面積（公畝） 特區分類3-7 開始時間 終止時間 
第一階段 
Corby 113 Accessible 1981.06 月 1991.06 月 

Dudley 263 Urban 
1981.07 月 
1984.10 月 

1991.07 月 
1994.10 月 

Hartlepool 109 Accessible 1981.10 月 1991.10 月 
Salford/Trafford 352 Urban 1981.10 月 1991.10 月 
Speke 138 Urban 1981.10 月 1991.10 月 
Tyneside 454 Urban 1981.10 月 1991.10 月 

Wakefield 90 Accessible 
1981.07 月 
1983.09 月 

1991.07 月 
1993.09 月 

Swansea 314 Urban 
1981.07 月 
1985.03 月 

1991.07 月 
1995.03 月 

Clydebank 230 Urban 1981.08 月 1991.08 月 
第二階段 
Allerdale 87 Remote 1983.10 月 1993.10 月 
Glanford 50 Accessible 1984.04 月 1994.04 月 
Middlesbrough 79 Accessible 1983.11 月 1993.11 月 
North East Lancashire 114 Accessible 1983.12 月 1993.12 月 

North West Kent 152 Accessible 
1983.10 月 
1986.10 月 

1993.10 月 
1996.10 月 

Rotherham 105 Accessible 1983.08 月 1993.08 月 
Scunthorpe 105 Accessible 1983.09 月 1993.09 月 
Telford 113 Accessible 1984.10 月 1994.01 月 
Wellingborough 54 Accessible 1983.07 月 1993.07 月 
Delyn 118 Accessible 1983.07 月 1993.07 月 
Milford Haven 146 Remote 1984.04 月 1994.04 月 
Invergordon 60 Remote 1983.10 月 1993.10 月 
Tayside 120 Accessible 1984.01 月 1994.01 月 
資料來源：DOE（1995） 

                                                 
3-7環境部為反映企業特區所在區域不同，將特區分為以下三類： 

（1）都市區（Urban Zones）：位於內城。 

（2）可及區（Accessible Zones）：在市中心外，但易於到達主要人口中心。 

（3）偏遠區（Remote Zones）：位於偏遠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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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英國企業特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Potter and More（2000：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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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措施 

英國政府對於吸引廠商進入企業特區投資，主要採行以下方式（曾文成，

1991；DOE，1995）： 

（一）提供財政獎勵誘因 

1. 地方稅優惠：對於提供工業和商業（含零售）土地，免除地方稅。 

2. 免除土地發展稅：自企業成立開始，免除 10 年土地的發展稅（其稅率

為 60%），然而，此一措施於 1985 年 3 月 19 日廢止，因此，只有在

此日前成立之廠商享有此項優惠。然而，特區內多數的土地是屬於地

方主管機關及其他公部門所擁有，此一獎勵實際上並未發揮太大的作

用。 

3. 關稅優惠：簡化申請財貨輸入程序及申請條件，優先處理零售業關稅，

然而，對多數廠商而言，此措施成效不大。 

4. 資金補貼：對於企業特區內設廠的工業建築提供 10 年的資金補貼，對

工業和商業建物（包含旅館）有營建、擴廠或從事改善措施時，提供

100%公司稅和所得稅的補貼。另外，對於特區外之工業建築資金補

貼 75%，對商業性旅館則僅提供 20%。此外，對於其他商業性建築亦

有補貼，但並不包含住宅在內。 

（二）簡化規劃管制 

1. 彈性規劃管制：開發計畫仍遵守一般程序，但須加速處理速度，而對

特定條件的開發，如：企業特區之區內規劃和廠商數量的限制，保留

予企業特區當局裁量，而不須經由正式管道運作。此一方式可吸引欲

建築及購買基地之廠商進駐特區，然而，財貨及服務之提供者較喜歡

採用租賃建築的方式，因此，開發商是此一措施之主要受益者。 

2. 減少統計資料要求：區內廠商活動，得減少其政府統計資料方面的義

務，僅需提供就業普查的所需資料，以減低廠商作業困擾。 

3. 廢除工業開發證明（industrial development certificates ,IDCs）之要求：

IDCs 在 1960 年代末期實施，然而其影響力逐年降低，在 1979 年後

僅影響最大開發量（約 50,000 平方英尺），直到 1981 年廢止後，此一

獎勵即喪失作用。 

（三）工業訓練委員會（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 ,ITB）提供資訊服務：由此

單位提供廠商就業及各項資訊服務，然而，近年來約有 3 個委員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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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而其負責 2/3 的勞動力，仍存在之委員會屬於大型且負責約 1/3

勞動力。 

（四）加速行政服務 

特區當局盡可能減少處理規劃及其他決策之時程，一般在 14 天內。地

方政府優先審查有關土地提供、租賃、公路及大眾運輸系統。此外，水、電、

電信等基本設施服務，亦提供有專門的服務。 

四、 實施成效 

評估企業特區之實施成效在前二年係由 Roger Tym and Partners 負責，而在

1987 年，環境部（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DOE）授權予 PA Cambridge 

Economic Consultants 負責-其為官方監督機制，其針對 22 個企業特區所作出之評

估報告如下（如表 3-2 所示）（DOE，1995）： 

（一）投資及開發量 

1. 在1981/82至1992/93年間，換算至1994/95年之幣值，超過2兆（billion）

英鎊投資於 22 個特區內。公、私部門比率為 1：2.3，財產投資大多

集中在 6 個都市區，在 3 個偏遠區僅有少量的投資。 

2. 截至 1990 年，約有 2700 公畝（6700 英畝）土地已開發，約建築 6 百

萬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在超過特區年限外，約已開發 80%可用土地。 

（二）廠商規模及工作機會 

1. 截至 1990 年，在 22 個特區內有超過 5000 個公司，雇用約 126000 個

員工，其中，都市區、可及區及偏遠區分別為 59700、59200、6800

個。 

2. 區內公司有 11%在特區劃分時已存在、28%是新設立的（約有 1500

間）、23%是分公司或子公司、38%是由當地遷入特區內。 

3. 廠商規模以小公司為主，53%的公司為僅有位於特區內之單一公司，

11%是它處分公司之主要分公司、33%為位於別處總公司之分公司或

子公司。 

4. 廠商存續期限：26%公司成立已超過 20 年、26%為 10-20 年、26%在

5-10 年、22%在 5 年以內。 

5. 工作機會數目3-8：企業特區設立約增加 58000 個工作，假設每一工作

                                                 
3-8所有特區在劃分前與劃分時有較高的失業率，大多數在劃分時之失業率是高於全國平均值。然

而，截至 1980 年止，特區失業率已下降至區域與全國平均值，尤是在可及區，但大多數的特區

仍略高於全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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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年限為十年，總計有 580000 全時工作年限，或以 6%折扣計算（此

一折扣率是以中央政府對加班時間支出額之比較）約有 452900 個全

時工作年限。 

6. 曾文成（1991：29-32）指出企業特區政策中未規定產業進駐之資格限

制，因此基於不同租金成本的比重不同，企業特區實際上引入的產業

以服務業居多，然而，內城所能提供之勞工無法滿足產業之需求，致

使達成創造就業機會效果有限。 

7. 政策原始概念希望於特區內創造新企業，然而實際發展情形卻是造成

區外企業的重置（Relocation），此與原始目標相違。周志龍（1998：

107-108）指出特區內 80%所創造就業機會並非是無中生有，而係從

同一都市其他地區移轉而來。企業特區策略因此並沒有解決都市內工

人的貧窮問題。然而卻以其實質設施建設及公共稅捐補貼，整合了資

本再結構和累積的進行。 

（三）成本 

1. 區域：57%之總成本發生在六個都市區、39%是在 13 個可及區、4%

在 3 個偏遠區。可及區及偏遠區之工作成本較全部特區之平均成本分

別低 25%、33%，然而，都市區卻高 33%。此一變化反映出額外利潤

發生之水準，在可及區額外活動較高，而在都市區較低。在偏遠區，

則與全特區之平均值相當，此變化量反映出都市區有較高的公共成

本。 

2. 類型：稅賦減免約佔總成本 46%、資金補貼約佔 45%、公用設備及土

地取得約佔 9%。 

3. 每一工作之總公共成本（假定工作年限為十年且不計入工作折扣）為

1700 英磅，當計入工作折扣時，成本增加至 2100 英磅。依據區域選

擇性援助計劃（ the Regional Selective Assistance scheme）評估

1985-1988 年之區域援助計劃（Regional Selective Assistance）之成本

為 800-1000 英磅，此意謂企業特區所耗費之公共成本較政府補助計

畫來的高。 

4. 平均工作成本隨著特區類型而變化。一般而言，第一階段之特區較第

二階段之特區貴 20%，但在第一階段之公共成本較高，部分原因是具

有較高的公共設備及再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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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英國企業特區實施成效表 

投資金額（英鎊） 2 兆 

開發面積（公畝） 2700 

樓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600 萬 

廠商數（間） 5000 

員工數（位） 12600 

既存 11% 

新設立 28% 

分公司 23% 

公
司
規
模 

當地遷入 38% 

>20 年 26% 

10-20 年 26% 

5-10 年 26% 

公
司
成
立
時
間 <5 年 22% 

總金額（兆英鎊） 798-968  

都市區 57% 

可及區 39% 
區

域 
鄉村區 4% 

稅賦減免 46% 

資金補貼 45% 

總
成
本3-9

類

型 
公用設備及土地取得 9% 

資料來源：DOE（1995）、本研究整理 

五、 影響廠商進駐之因素 

根據 PA Cambridge Economic Consultants（DOE，1995）所作評估指出當區

域沒有企業特區時，低於 30%之廠商經濟活動會完全位於該區域以外，9%之廠

商在該地僅有部分活動；以廠商類型而言，對既存公司影響較低，分公司及原於

                                                 
3-9公共成本發生主要是因為特區內之公司稅賦減免以及可用建築之資金補貼提高。公部門因政策

實施也投資於額外的公共設備及土地取得方面。在 1981/81 及 1992/93 年間，22 個特區之總公

部門成本估計在 798-968 兆英鎊之間。上述成本並無計入公部門出賣公有土地之價額（其價格

多數由於企業特區之劃分而提高），其價額無法精確算出，但總計至少 125 兆英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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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處已設立公司者較受到企業特區劃分影響，延遲投資或降低其規模之公司多發

生在新設立之公司中；若單以就業情況來評估，40%雖位於英國但將位於該區域

以外、約 6%會延遲投資或取消設立公司、4%會降低規模，僅有 1%會遷至國外。

由此可看出，企業特區仍然對廠商區位選擇具有某部分之吸引力，提高其進駐該

區域之意願。 

若以企業特區計畫對廠商之助益而論，有 38%廠商指出計畫有助於促銷新產

品或服務之介紹、33%廠商認為有助擴張市場、30%廠商認為其會增加在管理訓

練計畫方面的投資。此外，影響產業成長主要因素為建築與土地的供給、財產開

發及財務面援助。廠商認為其他區位利益如：產業的聚集、彼此間的強化相對較

不重要的，且區內廠商間有較少的合作效應。 

特區內廠商約 1/3 為製造業，但整體趨勢朝向服務業發展。又在特區內之廠

商約 15%為零售業，佔企業特區之總樓地板面積 10%。以表 3-3 所示，零售業考

量進駐企業特區之因素前 5 名分別為一、稅賦減免，二、基地取得，三、具吸引

力環境，四、勞動力取得、與其他公司合作，五、資金補貼、簡化規劃3-10，整

體而言，可看出對於零售業會進駐特區主要著重在財政面的考量及土地取得難易

之等區域環境因素，尤其企業指出稅賦減免是吸引其於特區建築之最重要利潤，

其影響大部分之成本扣減而反映出較高的利潤，而僅有少部分為價格及工資面考

量。 

 

表 3-3 零售業考量進駐企業特區之因素 

第一階段特區 第二階段特區
因素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地方稅減免 3.9 1 4.0 1 

資金補貼 1.6 5 1.6 5 

簡化規劃管制 1.4 5 1.6 5 

減少統計資料 1.2 8 1.0 13 

企
業
特
區
措
施 

其他 1.1 10 1.6 5 
 
 
                                                 
3-10簡化規劃管制並不意味降低建築品質或造成不當利用，因其有助於減少管制延遲之不確定性，

而被認為是對在特區內從事建築投資之廠商有利的，整體來看，約 1/3 在特區內投資建築的廠

商認為標準規劃管制將降阻礙或延遲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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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援助 1.0 12 1.4 7 

基地取得 3.7 2 3.6 2 

土地取得 1.0 12 1.2 11 

廠商援助 1.2 8 1.3 10 

特區其他廠商供給 1.1 10 1.4 7 

特區其他廠商購買 1.0 12 1.0 13 

與特區其他廠商合作 1.5 6 1.9 4 

具吸引力環境 2.9 3 2.4 3 

其
他
因
素 

勞動力取得 1.8 4 1.4 7 

資料來源：DOE（1995：182） 

 

六、 小結 

英國政府將企業特區視為實驗性之計畫，提供相當優渥的獎勵誘因，吸引許

多工商業進駐，然而，在企業特區法制化及發展的過程中已與 Hall 提出之原始

概念偏離（Ikehara，1990：43），並喪失以下最重要特點之本意： 

（一）原始概念的核心-自由港-主要免除國際貿易與關稅管制已被拒絕，而

此為吸引全球資金之最大吸引力。諷刺的是，在 1979 年已全面廢止

貿易管制，導致本國資金向海外流動，而非吸引外國資金進入英國。 

（二）Hall 關注「內城之弱勢人口」已完全被忽略，而著重「內城荒廢地之

實質開發」，即政府已將目標改為可控制及具有可行性者，然而，社

會問題與政府實施目標呈現落差，使得社會問題解決程度有限。 

1980 年代，英國政府並未將企業特區視為都市政策之必要部分，而係採取

實驗性質的態度，認為企業特區未達到預期效益而未延伸此一實驗，對地方政府

改採用二種英國都市補助金方案：UDC（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都市

開發公司-應用於倫敦之船塢區及利物浦）、UDG（Urban Development Grants-

於美國實施 UDAG 後所提出）來處理內城衰敗問題，此種政策走向與 1978 年美

國卡特政府宣佈之政策方式類似，而卡特政府政策卻被後來之雷根政府所否定

（Gunther & Leather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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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實施企業特區之歷程與案例 

當英國提出企業特區的概念後，引起美國許多政治家、學者之興趣，並隨後

由雷根政府實施之。以下分別說明美國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企業特區之發展歷

程及實施狀況，以了解美國企業特區之實際情況。 

壹、 美國設立企業特區之社會經濟背景 

根據 Butler（1980）所作研究顯示，美國設立企業特區時，面臨城市衰敗、

社會失業問題，加上政府政策實施效果及政府角色轉換等情況，試分述當時之社

會經濟背景如下： 

一、 城市衰敗、社會失業問題嚴重 

（一）人口遷移：1970-1977 年，都市人口下降 4.7%、郊區人口成長 12%、

非大都市人口增加 10.7%。由內城移民出去者包含了具有特殊技術及

高所得者，此顯示內城不具專門技術及失業者、貧困家庭人口持續增

加，而低於貧困水準之人口由 1974 年到 1977 年增加 4%達到 38%。 

（二）所得下降：1969-1976 年，城市家戶所得下降 614 美元，郊區下降 59

元，此城市與郊區所得差距拉大現象，在全國各區皆然。 

（三）民眾福利、保護需求增加：由於政府稅基減少，隨之減少提供服務，

因此，失業除了引起經濟衰敗，亦威脅社會結構穩定，使得民眾對於

社會福利等政府保護措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及收益面之情況如下： 

1. 政府支出面：由於治安、住宅更新費用，在 1960-1973 年城市運作每

一資本支出平均增加 152 美元。 

2. 政府收益面：地方政府收益主要來源為「財產稅」，人口外流使得政府

收益銳減，若政府為增加收益而提高稅賦，將使都市人口外移嚴重，

形成財務危機。 

 
二、 政府政策及聯邦赤字 

（一）住宅政策 

1. 租賃管制（rent control）：政府管制住宅租金不得超過一定範圍，對於

地主而言，強制減低房屋租金，造成地主出租意願降低，連帶出現房

屋供應短缺，住宅品質亦隨之下降。簡言之，地主所得受到限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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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卻相對增加，此一政策降低生活水平並使得租賃結構利率倒塌。 

2. 對承租人來說，此一政策有正反面影響，一方面其住宅成本降低，另

一方面，當出租人維護住宅之意願降低時，住宅品質亦受到影響，住

宅可能呈現擁擠、荒廢之情況。 

（二）就業（employment）政策 

1. 最低工資管制：政府限制雇用勞工之最低薪資，此舉可能高估勞動價

值，降低資方雇用之意願，造成勞動力剩餘，加上租賃管制低估市場

結構，反而造成住宅供應短缺之反效果。聯邦政府採行此二政策加劇

內城失業情況，勞力剩餘的情形多集中在最新的就業族群，特別是年

輕黑人。 

2. 聯邦政府擴大福利計畫與失業保險：其降低工人工作誘因，尤其是低

技術者，而政府藉由改善訓練及提供公基金工作來提供就業機會，其

實施成效對於解決都市結構性失業與貧窮問題，並無顯注效益。 

（三）聯邦補助方案（Federal Programs） 

此一時期，已有相當多的聯邦計畫竭力為商業區開發提供必要的協助，其中

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都市開發行動補助方案」（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 

Program,UDAG3-11）（美國都市與土地協會，1992：288-296；Butler，1980）： 

1. UDAG 之計畫目標是提供足夠的公資金，以吸引私部門資金進入內

城，並確保私人內城投資計畫得以進行及利用這些資金扭轉消極的經

濟發展趨勢。一般而言，受許可及補助影響之群體多為較小且較具競

爭力之公司，然而，符合 UDAG 資格之廠商須有意願且有能力處理

官僚計畫決定過程，並能出示其能提供之資金，但小廠商通常不具有

此一能力。 

2. 申請 UDAG 補助金必須通過以下三項審查，而其審查方式，大小都市

各不相同，小都市內的申請人之資格審核，通常只考慮該都市的特殊

狀況，該市以外的則不予考慮。當 UDAG 補助金申請批准時，私人

部門必須專心致力於計畫案，並且在要四年之內實際施工。 

(1) 計畫區在經濟與實質環境上的窮困程度必須嚴格符合「社區窮困

的界定標準（defined criteria of distress）」（如表 3-4 所示）。 
                                                 
3-11UDAG，是在 1977 年，由住宅及社區開發行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第

二類第 119 款條文所授權設立，目前由住宅及都市發展局（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以下簡稱「住都局」）負責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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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實施能力。 

(3) 計畫的可行性。 

 
表 3-4  都市窮困程度的審核標準 

都會區 小都市 

窮困標準 
人口在 5 萬或 5 萬以上

SMSA 市中心、郡。 
人口在 5 萬

或 5 萬以上

的鎮，或非

SMSA 之市

政府 

人 口 在

25000~50000 之

間。 

人 口 在

2500~25000
之間。 

平均每人的收入：根

據美國戶口普查資

料，1969~1974 年之

間的淨所得增加。 

$1424 或更少。如果少

於所有都會區所得增加

額的中位數，再以窮困

等級加以校對。 

審核標準與

前者相同。

$1433 或更少。 $1433 或更

少。 

人 口 成 長 ：

1960~1975 年之間，

以 1960 年和 1975 年

為個別調查的界限 

15.52%或更低  -0.31 或更低的

人口變更比率。 
-0.31或更低

的人口變更

比率。 

住宅：1940 年以前所

建，一整年當中所能

提供的住宅單元（根

據 最 近 的 普 查 資

料）。 

35.15%或更多  35.15% 或 更

多。如果高於

68.3% ，該都市

只須通過窮困程

度的審核。 

35.15%或更

多。如果高

於 68.3% ，
該都市只須

通過窮困程

度的審核。

就 業 成 長 ：

1967~1972 製造業與

零售業的就業人口

（根據美國戶口普

查資料）。 
1976 年的失業（根據

1977年 8月勞工統計

處的資料）。 

7.08%或更少 
7.69%或更少 

 7.10%或更少 
不予考慮 

不予考慮 
不予考慮 

窮困等級：所得太窮

困等級或等級以下

的人口比例。 

根據 1970 年美國人口

普查資料是 11.24%。如

果大於或等於中位數的

1.5 倍，而收入又低於中

位數，那麼可改用「特

殊窮困條件」加以考

量，其他審核標準則不

予考慮。如果窮困程度

低於中位數的 0.5，那麼

這個申請都市必須再通

過另一項窮困標準的審

核。 

 根據 1970 年美

國人口普查資料

是 11.24%。如果

倍於甚至超出比

窮困標準，或是

窮困程度低於中

位數的 0.5，那麼

這個申請都市必

須再通過另一項

窮困標準的審

核。 

等於或大於

中 位 數 的

0.5，如果 2
倍於美國各

大都市窮困

的等級，那

麼進行第 2
項的審核。

附加審核標準 「特殊窮困條件」的審核標準： 
此指財政、實質環境或經濟狀況受到

嚴重挫折，影響社區生存能力者。 
它有一套與州內其他社區比較的標

準。 
這項審核標準，適用 1970~1977 年。

沒有額外的標準

需要考慮 
必須批准執

行UDAG計

畫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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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審核標準是就整個社區而言。 
如果某個都市已符合「失業標準」的

審核，就不能再用「特殊窮困條件」

的標準審核。 
此一條件毋須經過聯邦政府、州政

府、或地方法院依訴訟（如：提出法

院行事程序所須的訴訟費）、法律或法

規之限制進行決議。 
資料來源：美國都市與土地協會（1992：292） 

 

三、 政府角色轉換為雷根政府之新聯邦主義 

由於上述之社會及經濟發展情況所遭遇的難題，當雷根總統上台後，其認為

解決都市問題需先在全國建立健康的經濟環境，若經濟復甦，市場機能隨之旺

盛，如此一來，私人企業即可全面走入都市的各項建設事業。雷根總統的都市政

策方案反映在「聯邦主義」及「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的理念上，認為聯邦

政府干預太多本質上屬於地方政府的事務。因此，聯邦政府的權限不可超越在各

州及地方政府之上，同時力主減少聯邦政府對各州與地方政府的補助基金，而由

私人企業部門取而代之。 

大體言之，雷根政府的都市政策方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主張刺激全國

的經濟復甦方案，但在另一方面卻又減少甚至刪除那些刺激全國經濟低迷地區或

都市成長的工具，例如 UDAG 基金，這些都是聯邦政府用來刺激經濟復興的手

段。雷根政府為了避免政策窘境的出現，「企業特區」的實施即因應而生（曹俊

漢，1995：292-295）。 

貳、 企業特區之發展歷程 

一、 源起 

英國 Sir Howe 提出企業特區來解決都市衰敗問題，並主張應盡可能降低政

府對該區域之管制程度，以創造最具有吸引力之投資環境，私人企業被視為帶動

地區復甦之主體。此一都市發展之自由市場概念快速吸引大西洋岸之學者與政治

家之注意，因此，美國共和黨員 Jack Kemp 與民主黨員 Herman Garcia 提出設立

企業特區將廠商投資及工作機會帶入衰敗地區，雷根政府在 1982 年 3 月公布法

案，並在幾年後修正，每 3 年劃分 25 個企業特區。特區內的廠商將享有 75%或

更多的公司所得稅減免，並免除資本利得稅，當被聯邦政府劃為自由貿易區（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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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zones）時亦免除關稅。此外，提出降低最低工資標準的要求，及減輕州及

地方政府在職業衛生與安全上之環境管制（Kleinberg，1995：233）。 

 

二、 前期發展 

企業特區概念最初係由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介紹進入美國，其指出設立

企業特區須先實施以下措施（Butler，1980：25-29）： 

（一）終止最低工資法令 

政府管制最低工資將使雇主不願雇用年輕及無專門技術者，若企業特區內終

止最低工資法令，將可為特定人口（因缺乏經驗及技能而給付較低工資者）提供

就業效應，然而，此舉可能衝擊特定族群之工資市場。雖可能產生此一問題，但

因年輕者構成內城高比例可供給勞力，此一政策仍可產生有益的效應。此外，可

配合其他替代方案來解決可能產生問題，例如：對特區內雇用勞工者給予補助金

或稅賦優惠。 

（二）建立逆向誘發點（A Turnover Trigger Point） 

大型廠商可能利用企業特區作為都市境外島（urban offshore island）成立小

型暢貨中心，透過比較利益原則獲得稅賦減免，可能造成大型廠商增加投資，產

生逆向誘發投資效果，然而此舉對當地發展並無助益。因此，為避免大廠商濫用

特區利益並針對新設立及小廠商提供獎勵誘因，可建構逆向誘發點系統（在特定

時間限制內或限制外）。在誘發點下之廠商，可享有特區內特有的全部稅賦優惠，

當過了此一誘發點後，廠商在超過部分將增加稅賦比例3-12。但若過度應用誘發

點於稅賦減免時，將造成區外廠商面臨較低稅賦之競爭，若此種情形發生而且特

區內廠商以犧牲區外鄰里而開始成長，則企業特區將開始喪失給予邊緣地區的稅

賦優勢。 

（三）設立自由貿易區（Free Trade Zones） 

1. 在自由貿易區內輸入財貨、原料或製成成品輸出國外時，並不課關稅，

直到製成產品銷往國內市場時才予課稅，而銷售至國內市場，非以產

品最後價值課關稅。 

2. 自由貿易區之劃分，可吸引各種廠商進駐內城，而造成外國資本流入，

                                                 
3-12當小廠商成長且變得有利可圖後，須負擔較位於區外廠商高的稅賦，若廠商規模愈大，企業特

區內之稅賦優惠及營運成本對其則愈無意義。因此，以獎勵誘因鼓勵大型、進駐特區內而僅能

得到稅賦優惠之廠商將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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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地區之資本供給，並創造新類型之工業，而非創造城市內會與

其他地區競爭之廠商。在裝配工廠所需之勞力類型傾向為無專門技術

或半熟練者，而內城內可提供足夠的勞力供給。 

（四）住宅創新行動 

為重建衰敗社會及經濟之方式，可採行鼓勵老舊但健全的建築物復甦之計

畫，如：解除租賃管制，可使所有權人於市場運作下取得足夠利潤，而願意從事

修繕、改良建築等行為，並再投資於租賃市場。但當租金增加至低收入家庭難以

負擔時，可配合補助金制度（第八項計畫，the section 8 program3-13），並可採用

「居住區內時間長短」來管制低所得家庭湧入企業特區，或降低財產稅…等方式

來改善住宅建築報酬而鼓勵復甦。 

 

三、 企業特區之法源 

Jack Kemp 及 Herman Garcia 於 1980 年提出 The Kemp-Garcia Bill 及雷根政

府提案--The Enterprise Zone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ct of 1983，1984、

1985，此類法案之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特別是為劣勢之工人及

長期失業者，來促進衰退地區之再發展（Gunther & Leathers，1987：886）。然

而，在雷根政府時代國會並未通過企業特區法案（Butler，1991：39），直到在

1987 年由住宅及開發行動法案授權第七類條例（Title Ⅶ of the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的通過，該條例批准環境部（Secreta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在全國選擇 100 個嚴重衰敗地區劃設企業特區，

然而，該法律缺乏稅賦或其他財務誘因，1989 年環境部長 Kemp 中止完成法案

（Erickson & Friedman，1991：155-156）。雖然仍無聯邦企業特區計畫，許多州

政府決定以企業特區概念建立各自之計畫，其企業特區準則是以聯邦法律為基礎

-UDAG，截至 1988 年，超過 37 個州及哥倫比亞地區已實施某些類型企業特區

計畫，許多州有多樣的特區區位，且其誘因亦有相當大的不同（Green，1991）。

（引自 Lambert，1997：14）。 

 

 

                                                 
3-13此一計畫係源自 1974 住宅與社區發展法案中之住宅援助支付計畫，而自 1975 年開始實施，補

助對象為所得低於區內中所得 80%者，得以低於市場價格租賃住宅（Butler，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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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國典型企業特區與干涉主義計畫之不同 

如表 3-5 所示，美國典型企業特區與傳統干涉主義計畫有許多不同之處，企

業特區強調以私部門帶動區域發展及撤出公部門參與或降至最低管制，因此，以

小範圍區域作為實施範圍，並降低機關參與程度、提供非直接援助、限制實施時

間；相對地，採用干涉主義計畫則強調政府扮演積極角色，因此，須有額外的主

管機關提供直接援助，並限定特定產業、公司或計畫為實施標的，以國家預算作

為實施基金。簡言之，二者最大不同即是前者政府的角色走向小而能，僅給予最

小限度的管制，並以相關獎勵誘因吸引私部門投資來帶動地區成長。 

 
表 3-5 美國典型企業特區與干涉主義計畫之相異點 

類別 典型的企業特區 干涉主義計畫 

實施標的 小區域及適當的特定地區範

圍 通常為特定產業、公司或計畫

地理範圍 適當的特定地區、小範圍 無此限制條件 
公部門參與3-14 撤出或降至最低管制 積極、扮演重要角色 

核心計畫要素 非直接的援助，如：稅賦獎

勵、簡化管制…等 
直接援助，如：補助金、借貸、

科技援助…等 
實施時間 促進再發展之短期實施 較長期 

主管機關 組織參與降至最低 因公部門積極的參與，因此需

要特定的主管機關 
享有計畫優惠之

資格限制 
因「區位」得享有稅賦優惠 
（在特區內） 

有特定資格，並立基於「協商」

機制 

資金、計畫成本 預算外資金 
隱含於稅賦支出型式 預算分配之資金 

成長的動力 著重於私人企業家精神及企

業自由 
著重於公私部門合夥與公部

門誘因 

貧困之基本假定 「政府失靈」，運用稅賦誘因

來降低企業運作成本 
「市場失靈」，政府須提供直

接補助。 
資料來源：Wong（2004） 

 

 

                                                 
3-14Wong（2004）指出Britnall&Green（1988）將企業特區分成四類： 

（1）積極的（activist）：公部門管理與私部門介入程度較高。 

（2）管理的（managed）：由公部門支配。 

（3）私人的（private）：由私部門引導。 

（4）不干涉的（hands-off）：公、私部門涉入程度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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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企業特區之實施狀況 

美國企業特區計畫係由州政府立法制定，而由地方執行，因此，美國之企業

特區以其多樣化著稱。在州政府的計畫架構下，地方經濟與政治情況將進一步決

定計畫實施情況，大體來說，企業特區實施情況不僅因州而異，亦因地方政府而

有不同，呈現二種層次之複雜性，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僅討論州政府之實施情況，

並根據 Erickson & Friedman（1991）之研究整理如下： 

 

一、 區域選擇 

由企業特區法案定義劃分區域較為明確，並允許致力於建構最具企業吸引力

環境者得享有特區分派之優先權，因此，特區劃分不盡然以國家最衰敗城市為

準。雖然每一特區必定符合 UDAG 之「窮困標準」（如表 3-3 所示），此種特

區可能在於其他健康、財政非衰敗之地區，因此，企業特區可能位於經濟擴張地

區（如：陽光帶）中繁榮城市之貧窮地區，或是衰敗的南方工業城市之貧窮區域

（Kleinberg ,1995：233）。 

根據 Erickson & Friedman（1991：157）所作研究指出劃分企業特區之區域

主要有以下之評估準則：  

（一）失業情況。 

（二）限制特區之最小或最大人口規模。 

（三）人口衰敗。 

（四）貧窮水準。 

（五）中所得情況。 

（六）享有社會救濟數目及相關公共補助指標。 

（七）財產稅遲滯繳款或財產荒廢之程度。 

二、 計畫目標：企業特區計畫皆表明經濟發展是主要的目標，然而，大多數計

畫仍包含其他目標，如：符合法律規定之目標、健康、安全及福利、工作

創造、鄰里復甦、社區發展、公私部門合作…等。 

三、 企業特區計畫獎勵措施：各州企業特區計畫獎勵措施主要分成以下三大類： 

（一）投資誘因：分別為財產稅額減免（property tax credits）、特許代理權稅

額減免（franchise tax credits）、銷售稅額減免（sales tax credits）、投資

稅額減免、其他重要雇主稅額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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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勞動力誘因：包含增加工作機會之減免，特區居民或某些貧窮、失業

及弱勢族群之選擇性雇用減免，工作訓練稅額減免，雇員之稅賦減免。 

（三）財務誘因：分別為與計畫有關之投資基金、工業發展公債（Industrial 

Development Bond）之優惠及其他可償還之借貸（refundable credits）。 

四、 各州實施中的企業特區數量：根據表 3-6 所示，截至 1989 年 11 月，美國超

過 1/2 州企業特區計畫是少於 20 個，在 32 個州實施中的企業特區，有 14

個州為 5-19 個，有 5 個州為 1-4 個。 

 

 

表 3-6 實施中的企業特區數量（截至 1989 年 11 月） 

特區數量 

0 1-4 5-19 20-74 >75 

亞歷桑那 緬因 加州（Nolan） 阿拉巴馬 阿肯色 

夏威夷 密西根 加州（Waters） 德拉威 堪薩斯 

羅德島 內華達 科羅拉多 佛羅里達 路易斯安那

西維吉尼亞 田納西 康乃迪克 伊利諾 俄亥俄 

 佛蒙特 喬治亞 密蘇里  

  印第安那 俄克拉荷馬  

  肯塔基 奧勒崗  

  馬里蘭 賓夕法尼亞  

  明尼蘇達 德州  

  紐澤西   

  紐約   

  猶他   

  維吉尼亞   

  威斯康辛   

資料來源：Erickson & Friedma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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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施成效 

根據 Erickson & Friedman（1991）分別針對 17 個州之 357 個特區及以 91-94

個特區為調查對象，並以每年之廠商投資與工作機會作為企業特區實施成效之評

估指標，如表 3-7 所示，可看出各項因素與特區實施成效之影響。 

（一）區位 

1. 在人口較多及有較多工業使用土地之特區有較佳的執行成效。 

2. 大都會區與廠商投資相關係數高，特區區位與工作機會亦是相關。然

而，陽光帶與特區成效為負相關，意味著嚴寒帶較陽光帶具有冒險進

取之大規模計畫。 

（二）人口結構：特區成效與未成年比例為正相關，意味著特區內未成年人

之集中並未影響特區的實施。 

（三）工作機會：即使有許多工作機會是意味著沒有倒閉而留存之工作，仍

有約 1/3 個州之工作機會成長率是高於全國成長率。整體而言，透過

廠商規模擴張與設立新廠商等方式，特區增加工作機會是較為成功

的。根據 Hansen（1991）研究指出由於企業特區是以地理範圍來劃分

區域，因此，理論上，企業特區有助於為區內失業者增加就業機會，

但實際上位於區內廠商可能雇用居住區外之勞工。 

（四）廠商類型：特區內超過 80%投資是由既存廠商之投資或新廠商設立而

增加，而投資廠商主要為小規模雇主，許多州計畫傾向鼓勵特定開發

產業，以「製造業」佔有主要地位。 

（五）獎勵誘因數目是特區成效為高度相關，而特區數目則為負相關，社會

福利指標與企業投資是負相關。 

（六）單就各變數對廠商投資及工作機會影響之迴歸分析來看，在控制變數

中，區位及規模因素之影響分為佔 29%及 20%，其他因素對特區成效

有較小的影響。此外，州政策變數之影響分別為 49%、24%，意味政

策對於特區成效影響勝於其他因素。整體而言，特區並非受單一變數

的影響，而是複雜的發展過程，並牽涉當地的條件及政策法規之規

定。就調查結果來看，許多州工作機會及企業投資增加，對照大眾而

言成長幅度不大，然而，研究指出特區內有許多正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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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廠商投資、工作機會與控制變數之相關係數 

變 數 廠商投資 工作機會

人口數 0.41 0.42

區域 0.15 0.18

陽光帶 -0.37 -0.30

區位、 

規模因 

素 

大都會區 0.37 0.15

失業率 0.13 0.13

貧窮家庭數 0.01 0.03

環境 

因素 

未成年人口比例 0.31 0.36

土地使

用情況 

工業用地（超過 25%特區土地作工

業使用） 0.30 0.28

控

制

變

數 

區域經

濟情況 
就業變化 0.05 0.07

特區行銷 0.13 0.06

獎勵誘因 0.45 0.35

社會福利指標 -0.26 -0.12

各州劃分特區數量之指標 - 0.53 -0.27

劃分特區準則之數量 -0.06 0.01

州

政

策

變

數 

實施時間 0.24 0.10

資料來源：Erickson & Friedman（1991）、本研究整理 

六、 小結 

美國各州皆有其個別的企業特區計畫，但由於美國係由地方政府來執行企業

特區，因此，更增添多元樣貌的企業特區模式，大抵而言，其仍遵循政府最低管

制與私人企業帶動發展之原則，並持續實施企業特區。 

整體而言，州政府大多認為企業特區計畫並非單一之都市計畫，其須配合其

他政策誘因始能有效執行，尤其是聯邦計畫，如 UDAG、CDBG、EDA。在許多

州，執行其他政策計畫與企業特區通常為相同政府機關，因此，並非難以達到政

策協調；有些州認為聯邦計畫並未符合州特定需要且聯邦計畫執行者反應較為遲

鈍的，有些州則認為可由地方負責與聯邦計畫協調；大抵來說，政府政策之連結

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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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美企業特區發展之綜合分析 

企業特區自 1980 年代發展至今已有 20 多年的時間，其實施情況引起正反兩

面之爭辯，顯示企業特區策略在某些地區發展已達到預期作用，在某些地區卻有

所阻礙，意謂企業特區仍有實際適用之限制及改進空間，以下將分析英美二國實

施之背景與策略、影響企業特區成功之因素、可能產生之效應及須考量之相關議

題。 

壹、 英美實施企業特區之比較 

1977 年英國 Peter Hall 教授提出自由港、1978 年 Sir Howe 延伸出企業特區

概念後，引起美國對此議題的興趣，二國即在企業特區基本主軸下發展出各自的

運作模式，並試圖以企業特區促進內城再發展，比較二國企業特區實施情況如表

3-8 所示。 

二國在二次世界大後皆面臨類似的社會經濟情況，在去工業化、全球化的發

展下，傳統產業逐漸喪失競爭力，失業率逐步增加，加上城市受到戰爭的波及，

破敗、衰頹的現象紛紛浮現，社會問題隨之而來，政府財政日益困窘。為了復甦

經濟發展及解決都市問題，二國政府皆遵行供給面經濟學派的理念，降低政府管

制標準，尊重市場體制，採行企業特區推動都市再發展。 

一、 計畫目標 

以計畫目標而言，英國強調經濟復甦，以促進大區域之經濟發展及空地為標

的。雖然對於衰敗地區之貧困家庭而言，工作機會是相當重要的，但此並非企業

特區之主要目標，因此，在英國實際實施企業特區時，已忽略原始設計企業特區

之緣起-解決內城弱勢族群生活問題，計畫的執行偏重實質環境的開發且誘因著

重於鼓勵不動產開發業者，若以企業特區劃設後吸引廠商之投資量，投資金額超

過 2 兆英鎊，並開發 2700 公畝土地，約建築 600 萬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DOE，

1995），可謂不小。 

美國各州雖將經濟發展視為主要的計畫目標，但大多數計畫仍包含其他目

標，如：創造工作，社區發展…等，若以「創造就業機會」作為目標，衡量其成

功與否之指標則是企業特區計畫可否吸引某一產業進入特區提供就業機會。有些

州計畫也重視「工作目標計畫（job targeting goals）」，其意謂對失業者、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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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成年或其他人提供工作。工作目標藉由著重在社區衰敗特區劃分標準、或

工作目標誘因、或對弱勢者之就業與訓練努力…等來達成；其他州著重「社會發

展目的（community development goals）」，如：住宅開發、鄰里改良與公用設

備之投資…等；有些採取經濟發展或社區發展導向的州較可能會以企業特區計畫

來完成這些輔助之目標。而以此目的之評估特區計畫效應包含：住宅投資、財產

價值、居民鄰里滿足，居民及商業之移動…等（Franklin，1991：229）。由於美

國著重社會目標，因此，其選定特區主要包含確定的鄰里區域，而非整個城市或

荒廢區域。 

二、 實施期限 

英美二國皆將企業特區視為對當地經濟活動為一催化劑，並訂定實施期間。

英國限制時間為 10 年，美國的聯邦法定計畫亦包含相似的時間限制，實際上因

州而異。 

三、 區域選擇 

二國在選擇區域劃設企業特區，不盡然一味以衰敗地區為準，除了考量實質

環境衰退外，亦注重區域之發展潛力。 

四、 政府實施方式與企業投資之考量因素 

二國政府實施方式主要以財政面之誘因為主，再輔以行政方面之服務，然

而，由於英國傾向激勵實體發展，其訂定條款著重促進既存商業建築之適當發

展，並設有工業訓練委員會提供廠商就業及各項資訊服務，相較之下，美國計畫

較為廣泛，聯邦計畫納入鼓勵廠商雇用勞工之稅賦誘因，特別是低技能或弱勢工

人，並減免工作訓練及雇員稅額，因此，美國對於地區社會層面較為關注，英國

計畫並未包含此種誘因，而係給予公司各種誘因去僱用機器而非勞工（Butler，

1991：32-34）。 

以影響企業投資因素而言，二國皆有相似的結果，以政府獎勵與配合條件作

為優先考量因素，區位條件（如：區域發展潛力、土地使用情況、基地取得…等）

因素則次之。 

五、 實施成效 

就實施成效來看，英國認為企業特區計畫對於衰敗地區是有用的，但為非具

確定性之經濟發展計畫，其創造就業機會及解決社會問題的程度有限，而以實質

設施建設及公共稅捐補貼，整合資本再結構與累積的進行。整體而言，英國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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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特區原始概念之主要內容與實際可達到之成效間有很大的落差，而其所耗費

的成本與政府實施補助計畫相當，因此，柴契爾政府並未延伸此一實驗（Hall，

1991：185），最終之企業特區將於 2006 年 10 月 20 日期限屆滿，意謂英國即將

結束企業特區的實施。 

相較之下，美國認為企業特區並非解決地區經濟衰敗之萬靈丹，廠商選擇區

位並非單純考量稅賦減免，更注重區域的發展潛力，因此，美國將稅賦誘因視為

鼓勵擴大就業之手段，而非將其他地區之工作機會轉移至此，並認為透過企業特

區的確使地區發展有顯著正向的改變（Franklin，1991：227）。 

整體而言，究其影響二國實施的情況，主要是政府對於企業特區計畫之定位

與目標之不同，當定位不同發展策略將隨之不同，更遑論去解決未納入考量之問

題，當可預期執行手段可能偏離原始設計之概念。因此，本研究認為英國為解決

內城衰敗僅考量實質建設衰敗之問題，卻未細究其他二項導致經濟衰退及社會問

題之因，以致於英國認為企業特區造成成本過高等問題而認為成效不盡理想；反

觀美國，其實施成效仍未有定論，但仍有許多州表示企業特區促使地區產生正向

的發展。 

 

表 3-8 英國與美國實施企業特區之比較（續 1） 

國家 
項目 英國 美國 

緣起 
二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皆面臨政府赤字嚴重、經濟衰退、

城市衰敗及其他隨之而來的社會問題。 

定位 復甦衰敗地區之實驗 復甦衰敗地區之手段 

目標 經濟復甦，忽略社會目標。 
以經濟復甦為主，但涵蓋社

會發展等目標。 
供給面經濟學派：強調回歸市場自由運作，減少政府對於經

濟成長之障礙，並藉此吸引廠商投資以增加新工作機會。 
政府角色 

柴契爾主義 雷根之新聯邦主義 

主管機關 環境部 
州政府自行訂定其企業特區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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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英國與美國實施企業特區之比較（續 2） 

國家 
項目 英國 美國 

法源 
1980 年「地方政府規劃與土

地法令」，LGPLA。 

1987 年住宅及開發行動法案

授權第七類條例，1989 年環

境部長 Kemp 中止完成法

案。目前仍無聯邦企業特區

計畫，許多州政府各自建立

之計畫。 

實施時間 
1980 年開始，特區廠商得享

有 10 年優惠期限，但得以法

令延續之。 

實施時間原則上為 10 年，但

須視聯邦法令而定。 

實施地區 

共 38 個企業特區，分別在都

市 區 （ Urban ）、 可 及 區

（ Accessible ） 及 偏 遠 區

（Remote）。 

截至 1989 年 11 月，美國超

過 1/2 州企業特區計畫是少

於 20 個，在 32 個州實施中

的企業特區，有 14 個州為

5-19個，有5個州為 1-4個（如

表 3-4 所示）。 

劃分企業特

區區域指標

1. 企業特區應設置於不同區

域，以促進各區域間合理

發展。 
2. 區域內，企業特區宜配置

於經濟潛力高與實質環境

衰退的問題地區。 
3. 企業特區應設置於有需要

且有發展潛力的地點。 
4. 由地方政府協調促成。 

原則上，州政府選定企業特

區必須符合 UDAG 之「窮困

標準」，然而，劃分特區區域

並不一定以最衰敗都市為

準，並考量以下之評估準則：

1. 失業情況。 
2. 限制特區之最小或最大

人口規模。 
3. 人口衰敗。 
4. 貧窮水準。 
5. 中所得情況。 
6. 享有社會救濟數目及相

關公共補助指標。 
7. 財產稅遲滯繳款或財產

荒廢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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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英國與美國實施企業特區之比較（續 3） 

國家 
項目 英國 美國 

實施方式 

1. 提供財政獎勵誘因 
（1） 地方稅優惠 
（2） 免除土地發展稅 
（3） 關稅優惠 
（4） 資金補貼 
2. 簡化規劃管制 
（1） 彈性規劃管制 
（2） 減少統計資料要求 
（3） 廢除工業開發證明之

要求 
3. 工業訓練委員會 
4. 加速行政服務 

前期發展： 

1. 終止最低工資法令 

2. 建立逆向誘發點 

3. 設立自由貿易區 

4. 住宅創新行動 

實際實施方式：

1. 投資誘因：分別為財產稅額減

免（property tax credits）、特許

代理權稅額減免（franchise tax 

credits）、銷售稅額減免（sales 

tax credits）、投資稅額減免、

其他重要雇主稅額減免。 

2. 勞動力誘因：包含增加工作機

會之減免，特區居民或某些貧

窮、失業及弱勢族群之選擇性

雇用減免，工作訓練稅額減

免，雇員之稅賦減免。 

3. 財務誘因：分別為與計畫有關

之投資基金、工業發展公債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ond）之優惠及其他可償還之

借貸（refundable credits）。 

誘因 
稅賦減免、資金補貼、

簡化規劃 
獎勵條件 

區位 
具吸引力環境 
基地取得 

大都會區 
區域 
土地使用情況 

企業投資較

重視之因素

其他 
勞動力取得 
與其他公司合作 

人口規模 
實施時間 

引進產業 

類型 

獎勵誘因著重於不動產開發

業者，引進產業以「服務業」

居多。 

傾向鼓勵特定開發產業，尤

其是「製造業」。 

廠商規模 
雖以小型廠商為主，但誘因多

為鼓勵大廠商設立分支機構。
鼓勵小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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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英國與美國實施企業特區之比較（續 4） 

國家 
項目 英國 美國 

實施成效 

1. 在原始概念之主要內容與

實際可達到之成效間有很

大落差。 
2. 社會問題解決程度及創造

就業機會效果有限。 
3. 重視實施「成本」多寡-

實施企業特區耗費成本與

政府實施補助計畫相當。

企業特區並非經濟衰敗地區

之萬靈丹，但在許多特區中

有顯著的正向發展，在新廠

商設立、出口及生產力之所

得並沒有快速轉換成就業淨

增加。當其他州及地方並未

在弱勢或衰敗地區採用創造

工作及投資政策，對於企業

特區是否成功，仍然值得觀

察。（Hansen，1991：23） 

現況 
柴契爾政府未延伸此一實

驗，但已將其實施教訓藉由其

他新政策來達到相同的目標。

各州仍然持續實施企業特

區。 

資料來源：Gunther & Leathers（1987：890）、 Franklin（1991：225-240）、

Butler（1991：32-34）、本研究整理 

 

貳、 影響企業特區實施成效之因素 

Wong（2004：2）指出由於各個企業特區係為迎合多樣的目標，企業特區成

功與否並無共通的衡量標準，雖然衡量企業特區之執行成效仍有許多爭議，本研

究整理英國 DOE（1995）、ODPM（2004）及美國 Erickson & Friedman（1991）

研究企業特區實際實施成果後認為推動企業特區應著重以下因素，其將大為影響

企業特區實施成效： 

一、 區位條件 

根據英國 ODPM（2004）研究指出企業特區在實施期限屆滿後，取消優惠

措施可能會對區內廠商產生衝擊，因此，區位為影響企業特區最重要之議題，使

廠商願於此長期經營。若一味以衰敗情況作為選定實施地點的指標，廠商進駐的

意願必然相當低落，因此，選擇區位宜注意本身的區位條件是否具有發展潛力及

地區的相對優勢，並考量以下之區域條件： 

（一）基地權屬：以衰敗地區而言，土地所有權人因企業特區的劃設而預

期地區將因此發展，而不願出售土地（ODPM，2004）。又根據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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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83）研究指出英國區內具有高比例公有土地之特區在計

畫運作第一年為最多開發及創造就業之地區，開發速度被證實是取

決於特區內公有土地多寡，因此，土地所有權的型態亦會影響企業

特區的開發速度。 

（二）面積：Butler 指出企業特區之範圍不宜過大，以避免計畫資源無法

集中而忽略區內其他區位（引自 Lambert，1997：195）。在多數的

特區內，尤其是大都市中，實施規定將趨向複雜，使廠商難以深入

了解企業特區之運作規則（Wong，2004）。然而，企業特區劃設地

點須考量廠商規模成長後是否具有擴廠的空間，否則將使廠商考量

能滿足其長期發展之其他區位（ODPM，2004）。 

 

二、 主管機關發展策略 

根據美國所做調查顯示政府機關對於廠商投資與工作機會之影響大於其他

因素，因此，特區主管機關的發展策略將大為影響企業特區之執行成效，如：是

否有限制特定產業進駐、對於基地是否有明確的發展策略、是否與整體地區之發

展策略一致等。雖然企業特區主張減少政府管制，然而經由英國實施企業特區成

果，Gunther& Leathers(1987)提出政府機關仍須採行以下之措施： 

（一）政府不能減少安全與環境健康管制：政府採行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並減

少對廠商投資障礙及援助，反映出廠商投資選擇會著重考量具有良好

工作環境及環境品質提昇之區位，因此，對於整體生活品質要求將高

於其他地區，若政府降低安全與環境健康管制，恐造成環境發展失

序，反而妨礙廠商投資意願。 

（二）對企業長期投資而言，政府提供適當公共服務與管制是必要的：藉由

減少政府管制來促進投資，可能忽視現代經濟生活之現實面，現行長

期經濟所得多依附在政府與企業間之合作，政府負責提供適當公用設

備及服務可促進廠商投資並藉由廠商提供所需的經濟，達到經濟成長

的效果。根據 ODPM（2004）指出政府須著重地區交通運輸系統，考

量引入廠商後之潛在需求，避免對地區帶來負面衝擊，並可因此而擴

展地區的發展。 

（三）擁有通盤的土地使用規劃是重要的，包含保護鄉村及改善市中心荒廢

地：英國土地使用規劃反映出鄉村具有相對較高社會價值，而解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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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制使都市漫延至鄉村，且造成市中心更多衰敗地或低度利用之土

地，因此，都市再發展並非僅是降低管制，而係在通盤的考量下建立

政府的管制標準。 

三、 誘因 

誘因可幫助超越地區發展之障礙，其項目之適切性是地區再發展之關鍵因

素，且須直接與地方活化及發展目標具有一致性之行動，並考量誘因與實施成本

比率，此外，不應盡然侷限在稅賦減免上，宜採取多元的優惠條件，以滿足既存

或潛在特區廠商需求。若屬財務面誘因，則不宜完全採用於某一地區，可分散於

某些區域，並規範不同經濟活動享有的優惠期限（ODPM，2004）。 

誘因設計須明確並著重在一系列選擇性誘因，以吸引多種類型產業，但應針

對目標產業著重訂定 1 或 2 個實質關鍵誘因，以助於當地達到目標。此外，宜定

期監督誘因之使用，適時評估其效能或調整、取代之需求，若有其他替代措施出

現時，政府得取消該誘因，但須說明無法繼續實施之原因，使產業得以清楚了解

權益變動情況。 

此外，誘因須考量連結其他既有發展政策工具，避免彼此重複而使誘因無法

發揮作用，並可使彼此間達到相乘且具催化效應。 

四、 行銷 

為有效吸引產業進駐，須有專責機構或有更多的組織參與特區的管理、監

督，修正策略以達預期目標，因此，透過公私部門策略性合夥之多樣效果，是激

勵企業特區再發展之重要要素，藉由強化地方行銷及對特區的促銷活動，提供廠

商選擇區位之參考。 

參、 相關議題 

企業特區實施後連帶產生各種效應，亦引起正反面討論，試說明企業特區可

能產生之議題，俾利後續相關策略之研究。 

一、 邊境效應（border effects） 

理論上，當企業特區劃分後，位於企業特區內外之廠商將享有不同之稅賦及

管制規定，因此，可能對於位於特區外圍的廠商造成經濟上的影響。實務上，廠

商選擇區位主要依成本與利益比重而決定，若在企業特區降低稅賦及簡化管制，

其總成本不盡然會低於其他周圍地區之廠商，此外，即使區內公司與區外公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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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市場影響，仍有其他因素來決定綜合的邊境效應。隨著經濟惡性循環會使

得衰敗逐漸擴張，若衰敗地區因劃分企業特區而再發展，則將波及於鄰里地區。

新就業所產生的新所得流動並不會只在區內發生，將會波及到鄰近地區。此外，

不動產價值及投資潛力的改善也將不會侷限在區內，因此，Butler（1980：34-35）

認為特區廠商不盡然較鄰近區域具競爭性地位。 

二、 廠商規模與重置 

（一）廠商規模 

Butler（1980）指出小型廠商是經濟體中提供工作機會最重要的角色，若其

增加數目少意味著工作機會減少，而其又為年輕、無專門技能者之主要就業來

源。因此，企業特區之設計，即是為內城年輕、無專門技能者提供工作機會，小

廠商即是企業特區吸引進駐之主要對象。 

Gunther & Leathers（1987：890）認為都市經濟再發展僅依賴小廠商是過於

單純的。Kleinberg（1995：233）指出特區在對大型廠商提供稅賦利潤較小型或

新廠商來的有效率，小廠商之需求為冒險性事業資金、或是新設立財務面之其他

型式援助、非聯邦企業特區方案所提供之其他援助。企業特區之原始概念在吸引

產業進駐，因此，政府劃設企業特區之獎勵誘因需符合目標規模產業之期待，否

則將使企業特區難以達到預期目的。 

（二）重置 

企業特區是否造成廠商於特區內外重置一直爭議不斷，藉由降低管制及獎勵

措施鼓勵其他區域之廠商湧入該區，可促使企業特區再發展，然而，其他廠商移

出地區之就業機會及稅收將隨之減少，可能造成其他區域走向衰敗。然而，若以

成長極理論來看，當企業特區帶動該地發展後，以該地為成長中心，可帶領周圍

地區發展。 

根據David Birch研究顯示企業特區內某些廠商會重置，但其並非佔全部新設

立公司太大比例，廠商重置造成耗費成本及增加風險之可能，其認為不同地區「公

司成立比率不同」造成了「重置」的概念，以地區內公司的變動來看，公司成立

與關閉比率的差異以及廠商擴張與縮編，佔了廠商變動的 3/4，僅低於 1/4 的廠

商呈現向內或向外的移動（Butler ，1980：33-34）。Butler（1984：150）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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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施企業特區較英國創造多新工作及有較少重置的問題3-15之原因如下（如

表 3-8 所示）： 

1. 英國忽略社會目標，其特區方案不以解決內城嚴重社會問題，而著重

在開發土地。 

2. 英國之誘因著重在不動產開發者並鼓勵大廠商於企業特區內設置分支

機構，而非鼓勵小型廠商。 

3. 美國企業特區之定位有一致的結論，即將企業特區視為鼓勵當地廠商

而復原（revitalize）衰敗都市地區的一種手段。 

4. 美國以小型廠商發展作為促進內城經濟發展之關鍵，並關注企業區

位，並認為稅賦誘因僅鼓勵擴大就業，而非工作之轉移（transfer）。 

三、 稅賦誘因及成本 

（一）稅賦誘因之有效性 

稅賦誘因在企業特區中是最常使用的一項策略，然而，許多社會研究發展指

出稅賦減免對廠商重置與擴張之決策並不重要（Freudenberg， 1990；Kasarda ，

1990）。Harrison（1978：425）指出若稅賦減免會影響企業區位決策，則其只是

次要的因素。Humphrey & Wilkisnson 指出稅賦誘因在淨遷移及財產銷售上並無

影響。（引自 Frank D. Beck，2001：511-512）。 

Gunther & Leathers（1987：890）指出由英國企業特區實驗顯示僅以減免稅

賦難以鼓勵新廠商設立，而其可能稍微影響追求利潤之公司之區位選擇決定。此

外，一般人認為稅賦誘因在小廠商之投資與區位選擇上有較大的影響，然而此一

觀點已被質疑。因為小廠商在經營前幾年通常無法取得稅賦利潤（ taxable 

profits），因此，收益稅賦（profit taxs）之優惠或減免對小廠商是無法發揮作用。

同時，特區計畫可能會以浪費、無效率之方式會扭曲產業區位、投資之型態，因

為過多的獎勵誘因可能造成不具生產力之經濟活動、無效率與耗費成本之補助

金。 

Butler（1984）認為當地區擁有貧窮社會問題及高犯罪率時，廠商並不願意

重置於企業特區內。若廠商被此類社會問題妨礙發展時，新設立廠商難以在此種

                                                 
3-15Gunther & Leathers（1987：889-890）認為Butler的觀點不一定與事實全然相符，Butler理

論基礎的前提是：內城社區當地人口擁有許多潛在企業，但此一觀點並未經證實，而此類企業

是被稅賦及管制規則所壓抑著。若此潛在企業確實存在，則其可能在貧窮社會環境下面臨無法

籌措資金、缺乏獲得企業技能（skills）的機會以及設立小公司之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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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發展，因此，當社會問題產生時，僅依靠減少稅賦或管制是無法解決問題

的，須透過政府建構社會改善方案（引自 Gunther & Leathers，1987：890）。 

稅賦誘因不得作為吸引廠商進駐之獨立方案，而應視為促進都市再發展整體

策略的一環（ODPM，2004），即使如此，稅賦誘因對於經濟發展仍有其獨特之

優點，其可吸引無法享受政府直接財政或補助計畫之企業，且毋須政府官僚之中

介，只要符合條件廠商皆可受益，以往直接的政府補助需要填寫官方文件及申請

等審核程序，影響發展之時程及蒙上黑箱作業等污名（Franklin，1991：226）。 

（二）成本與效益 

雷根政府認為企業特區提供稅賦獎勵及許多減少對廠商、工作創造之管制，

而非提供政府補助金，因此，企業特區將不會產生新的聯邦支出且不需要聯邦經

費，然而，特區計畫須先進行改善地區服務措施，此舉必然耗費成本，而非雷根

政府所認為之全無支出。 

此外，美國州及地方政府對於工業發展稅賦減免之議題已爭論數年，而發現

此舉將造成短期利潤減少及長期成本增加（Gunther & Leathers，1987：890）。

根據 Franklin（1991）指出美國紐澤西州之企業特區之每一工作成本為

8000~13000 美元，紐澤西特區內之公司可持續享有多年的稅賦優惠，若計畫每

年之成本維持 1987 及 1988 年之水準，則 10 年後每一工作成本將在 40000~60000

元間，而且會隨著時間而增加。此一結果顯示紐澤西特區計畫之每一工作長期成

本仍然是高的，無論該優惠對吸引廠商進駐是否有其必要，特區內所有公司皆享

有稅賦優惠，因此，特區內的每一工作高成本似乎是合理的，這是消除官方中介

及簡化程度之必然結果。 

Butler（1980）認為企業特區位於原本僅有少數既存廠商及許多荒廢建築之

地區，若對老舊建築、少數存在廠商終止稅收，所造成損失稅收總額非常少，唯

一損失僅在廠商重置時產生，然而數量不多，而稅賦減免的成本可以下列方式抵

銷： 

1. 都市再發展 

(1) 企業特區引入產業帶來就業機會，當新就業增加後，長期失業者

有了生活依靠，社區隨之發展將使得社會福利及保護成本降低。 

(2) 特區內工人之消費稅、所得稅等稅收，可貢獻於區內所得。 

2. 稅率降低，造成位於區內既存廠商稅收減少，相對地，新廠商的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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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稅收總額，足以抵銷既存廠商損失之稅收。 

四、 簡化管制等規劃手段 

雖然企業特區概念是建立在自由資本主義及政府最少管制之理念上，其並非

為無計畫放任私部門運作，然而，州所許可之簡化管制項目仍然非常少，而傾向

為程序上的簡化管制，通常為單一窗口許可、快速流程及費用扣減。整體而言，

規劃管制程序簡化等策略較不具實質的誘因，而偏向形式上的（Erickson & 

Friedman，1991），然而，依據 ODPM（2004）指出簡化規劃管制非屬企業特區

中最重要的策略，但若與其他獎勵措施連結，仍有助於鼓勵廠商投資。 

肆、 小結 

由本章之初，可看出英國最初提出企業特區之基本概念係為了解決市場失靈

所造成地區發展的問題，而須由政府建構相關機制以激勵經濟活動產生。然而，

根據 ODPM（2004）研究指出英國仍營運中的企業特區並未出現此類市場失靈

的問題，其可能僅是某些個案，而若僅就解決特區市場失靈作為唯一劃設企業特

區之目的，而由政府擬定相關誘因引入廠商進駐特區，則特區可能面臨期限屆滿

後，廠商喪失優惠而不願繼續進行相關經濟活動之風險，因此，企業特區不宜僅

以市場失靈作為鼓勵廠商進駐之唯一立基點來擬定實施策略，而可改企業特區劃

設後地區改良的願景吸引廠商進駐，使廠商得於特區內長期發展。 

又根據上述英、美二國企業特區實施情況，可從以下方向作為我國推動之參

考，而政府亦須定期檢討修正相關策略，以確保企業特區執行可達預期目標： 

一、 由於企業特區具有一定實施期限，為使廠商於特區實施期限屆滿後，仍願

於此長期經營，區位條件為影響企業特區最重要之議題，即不可以衰敗情

況作為唯一考量，應以經濟潛力高、實質環境衰退為原則，並訂定明確之

劃分指標如：人口、失業、所得、社會救濟、公共補助、財產荒廢…等，

劃定確定之區域界限，並根據地區條件建立符合地區特色的發展目標及相

關策略。 

二、 政府須考量相關都市政策並建立明確的企業特區實施規則，規範管理機

關、劃分企業特區範圍之準則、修正程度…等，明確保障獎勵優惠年限，

並建立程序指南，作為廠商進駐之參考，避免過多官方作業要求而延宕開

發時程。 

三、 擬定企業特區計畫目標，可包含多元層面如：經濟復甦、社會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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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經濟及都市發展問題，並選定適合區域發展之特定產業，以小型規

模為主，特區的誘因須滿足該特定產業之需求，始可達到吸引產業進駐之

效果。 

四、 誘因項目：如何建立具有吸引廠商進駐之誘因項目，為實施企業特區之最

重要內涵，其須符合地方活化及發展目標，以滿足既存或潛在企業需求。

政府並不編列預算採用直接性援助（如：發放補助金…），而多採用稅賦減

免或簡化管制方式，將成本隱含於稅收減少所產生之資金缺口上，此舉短

期將造成稅收減少，但長期而言，廠商進駐，稅基擴大，整體都市利益將

增加。雖然政府放寬管制，但仍須通盤考量下維持基本管制標準，以維護

整體環境品質，避免環境發展失序。以國外而言，企業特區主要從三層面

著手，即經濟面、社會面與實質環境面，其內涵如下： 

（一）經濟面主要從改善佔有者生產力著手，其可採用降低所有權人持有

資產成本（如：取消租賃價格管制、降低地價稅…等），使其於市

場運作下取得足夠利潤，而願意從事修繕、改良建築等行為，並可

再投資於租賃市場，以改善住宅建築報酬來鼓勵復甦。此外，亦由

降低廠商運作成本鼓勵廠商進駐特區，具體採行策略包含：減免稅

賦、提供資金補貼、降低土地使用規劃管制、增加可開發地供給、

加速行政服務…等。 

（二）社會面則是提升在地勞力專業技能及鼓勵雇用長期失業者，可從取

消最低工資管制規定、成立委員會提供就業資訊服務、整合教育資

源…等方式，來解決特區內勞動力問題。然而，由於企業特區是以

地理範圍來劃分區域，而無法以人口所得來劃分，因此，實際上位

於區內廠商可能雇用居住區外之勞工。為增加區內失業者之就業機

會，可增設鼓勵廠商雇用在地勞工的相關誘因，然而，整體而言，

無論是雇用區內或區外勞工，增加就業機會確可為勞工帶來較多的

就業選擇。 

（三）實質環境面係從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設施著手，清查區內荒廢公

有地並鼓勵私有所有權人改良自身的資產，從而提升環境品質。 

五、 政府建構適宜投資環境後，須配合行銷手段，進行區域市場區隔及市場定

位，並透過多元管道宣傳區域優勢，提供廠商選擇廠址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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