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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議題簡報：「臺灣地方產業創新現況與趨勢（人口、產業、區
域共構之創新觀點）」
（略）
參、發言記要：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賴榮坤秘書長
一、 地方產業之於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應如何定位
(一) 地方經濟為地方民眾所依賴的經濟模式，傳統的領導經濟應改由地方
經濟啟動，並如簡報所述，應仔細瞭解地方需求，以創造地方產業發
展。服務業為帶動整體經濟，吸納最多就業人口與創造商機的產業，
以八仙樂園為例，其所帶動周邊服務業的發展即為最好的例證，惟「五
大創新產業」卻未提到商業服務業－觀光旅遊業。
(二) 本會賴理事長曾經提到，旅遊是在說一個好的故事給遊客享受，文化
及內容是旅遊業最需要的東西，卻未能在政府的發展項目裡，甚為可
惜。以韓國為例，綜藝節目「花漾爺爺」讓韓國觀光客增加。簡報第
22 頁提及各業的屬性分為服務走出去型與商機拉進來型，但看不到與
五大創新產業的連結，物聯網也只是將服務科技化並非觀光業之核
心。以服務走出去為例，2014 年臺灣服務業輸出金額為 571 億美元，
新加坡為 1,329 億美元，韓國 1,058 億美元，主要原因之一為臺灣自由
貿易協定簽得太少，如何突破這些框架，值得再深入研究。
(三) 簡報第 21 頁所得收支回流，如何將海外投資分紅及收入回流臺灣，值
得再深思。
二、 政府在進行產業與科研相關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應跳脫傳統「為績效
而績效」或是「為分配而分配」的框架，落實前項核心價值
(一) 政府應有創新思維，跳脫官僚與不積極的行政作風。以核銷經費為例，
要求受邀學者在回國後將登機證票根寄回核銷，只有臺灣如此要求。
此外，面對公務員只求不出錯的心態，研考單位亦應調整績效評量方
式，以提升行政效能。如簡報第 31 頁廢除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學論文索引）及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同的公立大學也是如此。
(二) 法規的研訂應大幅鬆綁，如延攬運用優質科技人才，白領階級留臺不
易，本會在產業建言書曾多次提到，但得到的答案多是「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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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做為五大產業的基礎，地方產業除了單方面接受分配外，應如何使其
發揮更積極的影響力，以促進五大創新產業，乃至整體經濟的發展
(一) 簡報第 32 頁，發展區域創新產業聚落，苗栗與東部澈底的被遺忘，結
論提到區域共生與最後一個章節「當前區域創新相關政策與所感」似
乎無法連結，五大產業如何帶動地方產業。
(二) 簡報最後一個部分與結論似乎關聯性不大，建議改善編排方式或以附
件方向呈現。
四、 最後，在人口結構轉變與主力產業成長鈍化下，臺灣首先應重視人才
培育及投資，並注重商業服務業發展的精神，發展品牌優勢，強化內
需市場，整合資源。
全國農業金庫 鄭貞茂總經理
一、 若將本案主軸定位於地方產業發展、資源的有效應用，則一方面要縮
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又必須將資源集中於都會地區以帶動偏遠地
區，勢必會擴大城鄉差距，頗為兩難。
二、 當前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嚴重失衡，中央政府應提供一項工具，以協助
其提升財政自主的能力。
三、 要解決國內交通問題，唯有仰賴大眾運輸系統，且公共工程之環評抗
爭等問題亦須有效解決。
四、 有關人口問題，試問若到 2050 年時臺灣人口銳減至 1,900 萬人，因需
求減少使房價下跌，且每人可居住空間擴大，生活品質提高，豈不是
美事一樁。因此，政府除考慮人口減少導致國內 GDP 下降之問題外，
應有其他另類的思維，設法讓較少人口享受更優質的教育及資源。
五、 資源的分配過程中應重視各地方政府的競爭力及創新能力，設計有效
機制，以適時支持真正積極具創意之地方政府。事實上國內目前不缺
乏具創意、創新之人才及資金之供應，只要創意內容值得投資，即有
諸多資金爭相挹注。
六、 我國中研院及工研院具極優良的研發技術，應制定較公正、公平的技
轉遊戲規則，以利國內產業轉型升級。
全國工業總會國際事務委員會 徐純芳副召集人
一、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在此領域應先訂定遊戲規則（如稅收、資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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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新發展應兼顧文化及經濟成長，創新的商品化，區域發展的平衡都
應注意，並設計思考尋求激勵之方式。
三、 區域創新的環境建構十分重要，涉及各層次的問題，如新創及基礎建
設，以宜蘭特有之文化本應有甚多機會發展，但因塞車導致該有的效
果大打折扣，如何激勵地方政府財政之創新，或可考慮收稅，以專款
專用方式加強地方交通基礎建設，以誘導大眾改搭大眾運輸系統，地
方又有銜接的交通設備，就可將宜蘭文化特質發揚光大。
四、 創意需要學術及智庫的協助，政府支應的智庫其功能均應重新檢討轉
型，以求符合新政府、新政策及新發展的需求，以免流入傳統的窠臼。
五、 宜仿效日本研究符合臺灣人口結構，使老年人不致造成社會負擔的方
法。而臺灣生活的便利性適合老人居住，或許是創造老人服務業商機
的機會，值得研議。
六、 新政府已就位，相關政策間應予銜接，以免各行其事。
臺灣服務業發展協會 李培芬秘書長
一、 地方產業應以地方特色為基礎，但核心價值並非「創新、就業和分配」
，
應調整為「就業、持續和發展」
，真正連結在地的資源，發展可持續的
企業，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二、 回到地方特色，不是刻意營造，而是本質的突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府應合作推動當地資源盤點，務實從資源、能力面看企業著重的類型，
且必須聚焦。
三、 五大創新產業若以國際競爭角度衡量，比較優勢為何。地方政府基於
財政分配接受資源，卻不積極自籌財源，促產興利擴大稅收，統籌款
分配應設自籌款門檻，引導地方積極促進產業發展。
四、 臺灣高效的基礎建設和交通鏈結，主要為工業、製造業服務，並非為
商業服務業。以國內旅遊為例，許多景點仍屬交通不便，更遑論運用
都會區豐沛的商業資源。政府應協助商業服務業投入「業態創新」
，以
植基在本土特色、企業資源所發展出具競爭力的業態，或為向國際城
市輸出商業品牌的中心。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王振保秘書長
一、 根據日前工商時報專欄「借鏡柯文哲」指出「臺灣現在淪為只講創新」
，
意指政府在鼓勵創新之餘，也應收斂管理，方可具體落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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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新幹線達成一日生活圈之構想，與我國區域共構之連結發展，是
否有實質的證據可佐證。
三、 建議本報告內容與目前極力推動之六都建設作連結，將更具價值。
四、 工業局所辦理之各縣市招商績效評估，作法仍待商榷。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陳德昇執行長
一、 地方產業發展如何與全球化挑戰與生態衝擊結合，尤其是兩岸關係的
結構變化，皆值得關注。估計中國大陸對臺灣挹注或制裁，尤其是旅
遊業，將牽動地方市場榮枯及衝擊。若兩岸關係緊繃非短期現象，即
應及早籌謀應變策略，以強化地方競爭力，規避過度依賴的風險。
二、 日本的地方發展經驗不全然適用於臺灣。雖然日本趨勢和臺灣有許多
雷同之處，但日本之企業文化、特質、合作機制、市場規模、兩岸依
存度等皆與臺灣不同，因此地方發展宜將相關變數與在地特性做結合
思考。
三、 若未來長期的經濟發展朝向不樂觀，則是否與政治尊嚴與社會安全具
關聯性，亦需思考如何因應變局和前瞻對應。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郭建中教授
一、 本份報告探討臺灣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和模式，值得肯定，建議具體釐
清推動自立經濟區（SRD）的範疇。
二、 推動 SRD 須釐清
(一) 中央與地方的經濟職能，尤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稅收與財政關係。
(二) 地方政府與重大基礎建設（港口、機場等）間相互配合的關係。
(三) 日本政府在推動 compact city 時，地方政府經濟職能為何，尤其是其財
政的統籌和運用能力。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蘇孟宗主任
一、 臺灣在人口和國土規模的限制下，應先思考何種產業或經濟要在地方
區域發展，以及在中央統籌規劃下發展。因為臺灣未來與他國競爭將
會有規模上的差異。但是臺灣若與其他國際城市，如紐約、上海、北
京、倫敦比較，我們會有突顯臺灣特色的機會。
二、 務實的操作面應用，可考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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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歐洲小國（如荷蘭）推動 conurbation（城市集合）就是將幾個城市整
合的發展策略，係為簡報所提的中樞城市。
(二) 哈佛商學院 Michael Porter 長期進行區域型的產業群聚研究，工研院
IEK 和政治大學也參與其會員，建議「區域創新力指數」需要考慮人
才有關的指標，如薪資水平，或是與商機有關的指標，如招商績效。
(三) 適合地方發展的產業，中小型企業；服務業及農業科技化；創新創業
（需要共通資訊平台）；生活圈（生態圈 ecosystem 的營運場域）－如
夜市具有食品科技、遊樂場應用 VR 技術。
(四) 適合中央與地方協同發展的產業／項目，基礎建設（交通、網路建設、
人才政策、國際商務談判、財政分配）
，五大創新產業（考量產業之國
際競爭力，可先選定在某城市試點，再迅速推廣至其他城市或國家）。
商發院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 范慧宜組長
一、 地方經濟的角色定位應從「消費品類金額及量」來決定它的強項，接
著「產品／服務的定位」也應予以釐清（需區分常住居民及外來遊客）
。
二、 資源分配的衡量指標應重新定義，例如區域創新用報告量來衡量指標
是需要再度思考（權重調整）
。跨界合作是創新最大動力，但也是最大
困難，而臺灣學者創新多是以遵循的力量來發展，致使各地的特色不
易突顯。但受科技影響，在地連結被弱化，進而擴大城鄉差距。
三、 簡報中提到「好的客戶」
，其實對企業創新找尋「對的目標客群」才是
更重要，從上位者以全貌來指引產業（重點）的發展。再者，亦應由
企業的角度與消費需求做適當的配適。建議目前的五大重點應與「地
方經濟角色定位」相互配合，或決定鏈結點為何。
四、 「創新」對現階段臺灣而言，應當是「動詞」
、
「手段」
，而非「名詞」、
「形容詞」，如此方能維繫、轉化，並持續升級的本能。
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蘇隆德理事長
一、 新政府推動五大亮點產業，除了「亞洲矽谷」不是一個現有產業外，
其它都是現有的產業，應如何創新、優化，其實是企業本身應投入的
事，政府除給予協助外，不應投入太多資源。
二、 「亞洲矽谷」在於期待連結全球、連結未來的觀點從桃園市來連結在
地。所以亞洲矽谷必須要有一個「項目」
，而這個「項目」是過去沒有，
未來將會發生的，這項目可先稱之為「智慧生活產業」
。因為「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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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聯網」已逐漸在改變生活的型態。
三、 城市大型化的趨勢，是當前全世界不斷發生的現象。解決城市大型化
所帶來的問題，其策略是推動「智慧城市」
，想要成為智慧城市不只是
ICT 環境的建設，而是讓「智慧生活」落實在每一個家庭。亞洲矽谷
計畫初期可從創建「智慧生活產業」的角度切入，未來這些商(產)品，
以及「智慧生活模式」都可複製輸出。
四、 從解決未來家庭生活所帶來的問題切入，打造「智慧生活產業」應該
是新政府可著墨的方向。
五、 老年化是未來趨勢，能否以「顏色經濟」的觀點，對「橘色經濟」的
二戰嬰兒潮世代，55~70 歲的「優質生活」提供解決方案，這也是智
慧生活產業的一環。所謂「顏色經濟」是指：0~8 歲是無色年代、9~25
是粉紅色年代(春季)、26~55 是綠色年代(夏季)、56~70 是橘色年代(秋
季)、71~以後白色年代(冬季)，根據不同年代族群，所衍生的需求，是
有機會聚焦形成巨大商機。例如俗稱銀髮族者，依現在的醫學與養生，
這些群族實際上是具有洞見力、有豐富經驗、願意分享、也有高度創
新力與生產力的，就像秋季一樣是成熟豐收的季節(稻穗、柑橘、楓葉、
柿子)，如何讓這一族群，能繼續為國家社會帶來貢獻，應是政府可思
考的空間。
六、 從人口與區域經濟的觀點，都市大型化將帶來巨大的資源運用的問
題。臺灣為 2,300 萬以上人口的巨大城市，東京首都圈 3,500 萬人，上
海、北京 2,400 萬人，應未雨綢繆，不妨從區域整合的觀點，以北、
中、南三大整合區，共同攜手發展具有特色的未來產業，並優化現有
在區內的（成熟型）產業。具體打造智慧城市（宜居、宜業、宜學、
宜醫、宜樂、宜行）不應成為口號。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張玉山教授
一、 「上位構想」要能夠「接地氣」
，瞭解地方產業的現況及地方政府的需
求。
二、 過去國發會在「國土空間策略規劃」計畫之下，已有初步基礎，貴在
落實執行。
三、 建議結合各地方政府與地方產業之特性，共同組成共同發展委員會，
以伙伴關係共同合作。
四、 公共服務不應完全以「市場」的觀念來推動，而應考量區域平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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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馬彥彬副教授
一、 政府角色調整宜「簡政放權」
，簡的明確、放得澈底。中央對地方簡政
放權、地方對民間簡政放權，且制度宜創新，訂定新的課責系統，彈
性容錯及有效風險控管，使得官僚不再是區域創新的阻礙。因為產業
發展需要公共行政的創新智慧。
二、 強化區域合作發展平台，地方應跳出縣市做為基本單位的行政思維。
(一) 跨縣市、跨產官學、跨中央地方、跨中央與國際（例如國際城市合作）
的溝通協調平台。
(二) 資源盤點－互補共享－合作解決跨縣市問題－合作發展地方經濟。
(三) 避免資源重複浪費、策略衝突－集中資源、提高綜效。
(四) 支持平台的永續運作：重啟、修正、強化、管考。
三、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重啟：強化加入區域經貿整合的能力（例如 TPP）
(一) 前一階段地方盤點及發展策略重新鏈結新政府政策
(二) 擱置爭議的開放地區（例如中國大陸）
，強化對新南向地區的開放。
(三) 試點先行，總結經驗，複製擴散，形成地方的產業亮點。
四、 政策堅持與調整的政治課題：政治倫理的價值倡導（民主改造）
(一) 2018 年地方選舉即將開始，地方政府與中央的互動方式將複雜化。
(二) 多元矛盾衝突的理念與利益、短期與長期的兩難，需有政治領導人的
自律。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顏聰玲教授
一、 就臺灣整體發展而言，未來以地方產業鏈結成為區域產業，對於人才
留鄉，促進區域平衡發展，具有前瞻且重要的政策意涵。但就中央政
府高度，宜明確定位區域產業發展特色，不宜陷入共同瓜分資源，而
無法培育出區域特色產業。因此需聚焦未來以「扶強」或「濟弱」之
主軸方向，才不會失焦，並突顯地方自主性發展。
二、 以區域合作為促成區域產業發展策略之手段，新政府提出「區域聯合
治理」構想，但區域合作仍面臨法令制度面不明確、經費分配未確實
挹注、政治力干預等重要因素未解決，仍有待提出具體方案，並積極
進行法規鬆綁及跨部會的整合，引導地方政府合作及資源共享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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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否則地方首長需要政績、公共建設很難落實區域共享之理想。
三、 產業發展需要人口、人才、教育、研發等共同投入，但目前教育制度
紛亂，高階菁英人才無法留臺，一般勞工亦多所抗爭等，諸如此類問
題若無法有中央完善配套制度，區域產業即無法落實發展。
四、 建議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分區域辦理座談，凝聚共識，再提交中央層
級彙整。
五、 國發會已針對區域合作與區域產業做了不少基礎研究與成果（例如區
域產業發展綱要計畫），可以參考引用。
中央研究院 胡勝正院士（顧問）
一、 地方特色產業有很多服務業，服務業的發展其實是有制度上的問題，
例如觀光產業的主管機關包括：農委會、文化部、交通部、衛福部、
甚至國防部，都會影響觀光的發展，但都不會因觀光產業發展不佳而
下台，若此制度面無法解決，我們要發展服務業、地方產業，皆會有
困難。
二、 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設計，往往「稅收在臺北、汙染在地方」
，使得各地
方爭搶設置產業的總部，以至於發生「中央招商、地方抗爭」
；或者「地
方要、中央不給」
。如果這些制度不解決，發展地方產業就難以落實。
三、 創新方面，我們有創投資金，但因為沒有創新而缺乏投資標的。創新
分為成熟期創新與早期創新兩大類。因缺乏早期創新的案件，所以投
資成熟期的資金雖多，但仍找不到可投資的案件。其實我們很有創意，
在各種國際技術發明展都能展露頭角，但卻無法發展成新創事業。如
能建立一個可以分散風險的平台吸引投資人的資金，就可以投資早期
創新的案件，其後，才能有成熟期創新的案件可以投資。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蔡練生秘書長（共同召集人）
一、 臺灣長期的經濟發展都集中在北部地區，導致產業發展的不均衡，連
帶產生人口、交通、居住等問題，也造成城鄉差距的擴大，所以如何
讓各區域均衡發展，的確是重要課題。
二、 未來區域發展應以六都為核心，以帶動周邊區域發展。
三、 地方產業發展要有特色，應該配合臺灣產業的群聚，結合地方的產學
研機構，加強產學合作，以提升地方產業創新的能力，建構地方核心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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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另外，財政收支劃分法也需重新檢討，透過中央地方財政劃分，提升
地方自主能力，以協助地方產業發展。
五、 宜善用東南亞的留學生，多加強其在臺留學期間和臺灣產業界連結的
機會，畢業後即可培植成為企業南向發展的尖兵。
中華經濟研究院 王健全副院長（共同召集人）
一、 五大創新產業及新南向政策，皆屬中長期政策，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開
花結果。所以短期能做的，包括：制度創新、投資環境改善、凝聚社
會資本與共識等，最後一項則是引進新的資源。
二、 觀光產業是一個驅動力，應促使與文藝活動、國際醫療、MIT 商品等
結合才有機會。
三、 臺灣的新經濟完全落後，原因在於我們被法規綁死了。各部會當前可
行之作法是，每一個部會，每年思考 1~2 個鬆綁後可以帶動投資的法
規。
四、 關於財政收支劃分法，可參考陳聽安教授所提的方法，地方招商所課
到的地方稅，可以抵減 50%上繳的地方稅，達成中央與地方雙贏的局
面。
五、 我們沒有創新的生態系，透過創新的驅動引擎包括觀光、長照、醫療、
新南向與創業，可加速帶動市場的發展。
六、 人才的部分包括外勞、外配、華僑、僑生，更要善用外國高級人才。
七、 國外投資應思考可否與國內產業鏈結，由國內供應原物料與半成品。
八、 法規無法同時全盤鬆綁，所以必須有一個先行先試專區。
國家發展委員會經發處 吳明蕙處長
一、 五大產業創新計畫非常強調在地的需求以及與地方的合作，另外還要
鏈結國際，但並非複製國際成功的模式。
二、 五大產業創新計畫，就是希望大學教授的研究能夠服務在地的產業，
不要只為個人的興趣做研究，讓在地產業能有蓬勃發展的機會。
三、 在亞洲矽谷計畫中的推動策略已經考慮推動智慧城市，並推動一個包
括 IOT 物聯網的場域。智慧城市包括：智慧物流、智慧交通及智慧醫
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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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院林院長相當重視新經濟法規，此亦為未來施政的重點。
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 甘薇璣執行秘書（召集人）
一、 今天的討論，最後都直指制度、法規上必須解決盤根錯節的問題。而
法規鬆綁是政府財政困難時，最不花成本的做法。
二、 未來亦可針對國發會區域合作與區域產業所作的研究案再行檢視，在
既有基礎研究成果上，進一步尋找臺灣產業未來成長的動能。
書面意見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三所 林欣吾所長（副執行秘書）
一、 建議討論期待區域發展的定位。從都市經濟發展看，
「城市」其實是個
資源有效率應用的結果。例如某些大型城市區域應為整體成長動能，
但期待所有其他區域能朝 SRD 方向移動。
二、 法律應該是基本的底線，建議應設計對各地方政府／產業聚落／創業
聚落，作品質認證的機制，地方應要官方主導，綜合在地型自主經濟
的發展規劃，特別是必須要檢視邁向有自主的 KPI，這應定期檢視與
警示，並公布給選民參考。對此可設置一個協調法制與遵法的組織。

肆、散會（上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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