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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逸芳
內湖科技園區發展現況
「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名「內湖輕工業區」，15年實施土地重劃做為工業
使用，10年代後期，民間企業力量在此匯集，臺北市政府因勢利導，在土地使用
管制方面採取較彈性作法，多次放寬進駐園區產業的資格限制，包含資訊、生技、
通信、研發設計、企業營運總部、創投、餐飲等相關支援性產業的進駐，以解決園
區管制僵化問題，使其逐漸成為臺北高科技產業聚集區域。至2010年底止，園區企
業單位數3,10餘家，近七成是2003年以後進駐的，場所單位全年營業收入達2.6兆
元。園區內以服務業廠商居多，占4%，但營收以製造業為眾，占近五成，其中資


臺北產經 Taipei Economic Quarterly 2012 No.9

單位：家；人、新臺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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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電子業即占園區製造業的九成五，與臺北市
整體結構迥異（表1）。
內湖科技園區是臺灣首座因勢利導，由民
間投資及政府放寬產業進駐而發展出來的都會
型高科技園區，吸引廠商進駐內湖科技園區的
原因主要是看好未來擴充性、產業群聚效應、
便利交通完善公共設施與較臺北市區低廉的
土地建物成本，因而吸引產業在此設立營運
總部和研發中心。截至2011年12月，全國共有
72家企業領有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之企業營運
總部「營運範圍證明函」，有232家設立於臺

場所全年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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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1年度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區產商調查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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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工業部門
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營造業
服務業部門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住宿及餐飲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金融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表2 內湖科技園區營運總部設立概況
產業別
化學
加工絲
本國銀行
百貨
汽車陸運業
其他紡織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資料處理設備業
其他
泛用塑膠
租賃業
資訊
電信服務業
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業
電機製品
小計

營運總部家數
2
1
1
2
1
1
1
1
3
1
56
1
1
2
74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北市，占32%，其中有74家分布在內湖科技園
區，占全市近三分之一，顯然內科已成為臺北

有工廠或關係企業之企業總管理單位進駐內

市企業營運總部群聚之地（表2）。

湖科技園區家數占內科總企業家數比例分別

內湖科技園區群聚優勢
根據2005年的內科園區廠商分析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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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內湖科技園區企業經營概況

為5.%、7.%，其中同時在內湖科技園區
內有設立工廠或關係企業的數目僅有.%、
16.3%，顯示這些企業總管理處的進駐並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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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於實際生產製造活動，而是利用臺北市在生

成為全球科技產業重鎮，市政府已串聯基隆河

產服務上的優勢，降低運籌管理成本，以及相

沿岸的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以及

關產業的叢聚型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園區

規劃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打造臺北科技走

廠商走向企業運籌、研發、設計方向，不僅是

廊產業軸帶，提供最優勢的產業發展條件。

臺北市產業鏈的優勢，也是內科的優勢。
基於亞太創新樞紐的目標願景，市政府對於

內湖科技園區發展願景與地方產業創
新交流中心

內科的著力，除了因勢利導以及前述眾多的資
源投入、努力耕耘以成就內科目前的榮景外，
並規劃在內湖科技園區成立「地方產業創新

知識密集型產業產值對臺灣經濟成長貢獻

交流中心」。

高達63%，目前積極扶植知識產業的臺北市，
已有21個育成中心，市政府並規劃成立內湖科

「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規劃的目的在

技園區產學合作中心，積極促成產業創新及研

於提供臺北市業者一獨具「異業合作、跨域育

發，開辦人才培育課程，結合產學研之力，以

成」氛圍之產業技術研發、商機交流、人力資

新型態、高效率的前瞻研發產學合作模式，技

源培訓和資訊產銷創意等多元功能之平臺。

術移轉及創新育成，建構創新研發知識平臺，
協助廠商營運布局，並舉辦「臺北生技獎」、
「臺北設計獎」，鼓勵廠商投入新技術、新產
品研發設計，營造最適創意環境。臺北市政府
將包含內湖科技園區在內的臺北科技走廊發展
願景設定為「亞太創新樞紐」，為推動臺北市

未來內科的「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究竟
要交流的實質內涵為何？交流的型態不外乎物
流的商品交易市場、金流的金融交易中心、人
流的人才交流中心、知識流的創意創新中心、
資訊流的會展中心。這些形態中，我們觀察
到日本的兩個案例，一是東京多摩產業交流據
點，二是Innovation Plaza。

日本產業交流支援平臺案例
（一）東京多摩

研究所的長處，讓多
摩做為「矽谷」及飛機相關產業的

當圈央道全線開通後，多摩地區至築波的交

基地。

通耗時將僅為一個半小時，加上橫田基地軍民
共用化等都市機能的充實，多摩地區的潛能將

為了促進多摩地區的發展，東京都預備在

進一步提升。利用這個機會，東京都政府活用

多摩設立產業支援據點，以提供產業全方面

多摩區匯聚了尖端技術製造業與眾多的大學及

的協助，能更靈活面對產業的需求。包含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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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產、產研合作網路的形成，如設立推動機
構、產學交流會、成果發表會、經營者論壇的
舉辦；研究開發的支援，如研究成果的活化利

化；銷售通路開拓支援，如商品展售會的舉
辦、促進與貿易商的合作、異業聯盟、海外市
場貿易交流；與資金供給機構的聯繫，如低利
融資、創投資金；以及人才培育。

3.各種事業的合作：蒐集研究開發資訊、研究
成果、科學體驗教室。

「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的運作內涵

始著手功能方向調查、2010年完成基本計畫，

東京多摩產業支援據點所扮演的角色，

預計2012年以後整備完成。

類似早期內科服務中心的功能，是針對新開

（二）Innovation Plaza
Innovation Plaza是由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科學

Innovation Plaza則是集中在技術創新、開發與
育成。

技術振興機構(JST)的地區創新創出總合支援
事業中，為推進地區創新體系的合作，以活用
獨創的研究成果、創造地區新創事業，以技術
革新促進經濟活化，所成立的支持據點，支援
重點區域的研究開發計畫。Innovation Plaza已
於2011年底完成階段性任務，全國共設置40個
據點。

而在後ECFA時代暨全球化經濟之趨勢下，
內科「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所扮演的實質
功能定位應該要更集中、更精準，其實質交
流內涵可從幾個構面來思考，一是時空背景轉
換下的重新定位，二是內湖科技園區的競爭對
手，三是內科與臺北市的核心競爭元素。

Innovation Plaza透過三大功能，達到上述促

（一）跳脫服務中心角色，重新擬定標竿定位

進地區新創事業的創出，以及透過技術革新活

臺北市目前在內科設有「臺北市科技產業服

化地區經濟的效果：

務中心」，其職責包含科技產業政策擬定與推

1.地區產官學研的交流：扮演科學技術協調

動、生技產業推動、科技產業輔導及管理、產

者，大學與企業研究開發資訊的收集，舉辦
研究者、技術者、經營者的研討會及論壇。

學合作事項之推動、招商策略之研擬及推動、
涉外經濟事務、融資貸款申辦與服務、科技園
區法規增（修）訂事項、科技園區產官學交流

2.研究成果育成：研究開發階段對應的即時支

與合作事項、科技園區服務窗口、生物科技產

援，有潛力課題給予種子發覺實驗、育成研

業單一服務窗口、臺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

究、研究開發資源活用等三階段支援。

中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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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區域進行全價值鏈的輔導、協助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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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多摩區域產業交流據點計畫從200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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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識產權的保護；育成、創業機制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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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亞太其他主要國家城市之產業交流支援

限，因而每個企業都在爭世界第一。所以，在

平臺所運作的功能而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仍

臺商全球布局追求世界第一的競爭中，臺北市

有相當強化的空間。再者，隨著內科的成長，

以及內科做為臺商的出發地與後盾，未來發展

以及產業發展歷程的轉變，「地方產業創新交

的重點產業與推動目標都應以追求世界水準、

流中心」必須要跳脫單純服務中心的功能角

全球性的卓越為自我要求，以求在亞太城市競

色，從臺北市的核心競爭元素中重新出發，塑

合中脫穎而出，提升國際位階。

造「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的標竿定位。

（三）人力資源與城市競爭力
而在園區走向企業運籌、研發創新的方向
上，「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能夠建立什麼
樣的機制，強化園區以及企業總部、創新中心
功能的發揮呢？

（二）內湖科技園區的競爭對手

不論是時空發展下的重新定位，或是從內科
的外在競爭談起，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所扮
演的職能必須回歸到內科與臺北市的核心競爭
元素。
世界經濟論壇將各國經濟發展程度區分為要

內湖科技園區在容易取得大面積土地的優勢

素驅動、效率驅動及創新驅動三個階段，臺灣

下利於企業營運總部的興建。然而當內湖科技

的經濟發展階段剛好位於效率驅動要轉型為創

園區的企業營運總部大樓一棟一棟建立，臺北
市政府雖然自豪於內科的發展成功，但其實排
擠掉的是臺北市中心的商辦大樓市場以及鄰近
新北市園區的需求，過去研華從新店、宏碁從
汐止搬遷到內科，是內科輝煌發展的時期。但
是隨著臺北市房價的高漲，以及大臺北捷運路

新驅動的轉換期。邁入創新驅動的階段，強化
知識的創造、有效地散播及應用，將是提升產
業競爭力的重要元素；創造、散播及應用知識
的能力與效率將取代土地、資金，成為未來產
業發展及產業升級的動力，高素質的人力資源
將扮演其中的關鍵角色。

網的建構，可以觀察到微妙的變化。不少企業

物流的商品交易市場並不符合內科企業營運

出售市區的營運總部大樓，轉往租金或土地價

總部的定位，金流的國際金融交易目前以信義

格較為低廉的市郊，包含宏碁出售內湖倚天大

區的101為主，資訊流的會展中心則在南港世

樓、中國信託將總部遷往南軟，未來臺北科技

貿一帶，因此，內科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的

走廊如果持續維持企業營運總部的定位，在租

定位應該以人流和知識流為主要交流內涵。不

金高漲的年代，加上新北市的強烈企圖心，內

論是人流或是創新、創意的交流，其核心角色

科應該要有轉型的危機感。

在於「人」。

就地理位置而言，內科仍然有其不可取代

英國智庫「經濟學人資訊社」(EIU)日前公

的地位，但如何深化企業營運總部在臺北市的

布花旗銀行委託研究全球120個「熱點」城市

經營成效？在全球化時代，在臺北市的企業營

競爭力最新排行榜，臺北市全球排名第37、亞

運總部面臨的是世界級的競爭，尤其是資訊電

太地區位居第，次於新加坡、香港、東京、

子產業，排名第五之後的企業生存空間非常有

雪梨、墨爾本、首爾、奧克蘭。從八大評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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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與能力來塑造城市的未來。臺北市過去形

排名1，「硬體建設」第26、「機構效率」第

塑內湖科技園區的成功，整備產業發展所需之

2、「經濟實力」第2、「金融成熟度」第

硬體建設與群聚環境，下一階段的資源投注重

32、「人力資源」第45。「社會與文化特質」

點應著重在強化產業創新升級所需的軟體―人

及「環境與自然危害」項目得分很低，落在60

才。新加坡在此次EIU的報告中，全球排名第

名外。

三，仍一再被強調其塑造人才、創意、資本、

駐，更吸引國際人才留駐。

要素不僅僅是建築、硬體，而是要依靠人的創

帶動產業創新

商品與服務開放的流動環境，不僅吸引企業進
從臺北市排名落後的指標來看，城市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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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來看，臺北市以「國際吸引力」最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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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對於「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定位

開班，不僅培育臺灣企業所需的人力，提升臺

在提供「異業合作、跨域育成」氛圍，筆者認

灣人才的競爭力，也可以培育企業布局全球所

為，「跨境」交流的功能對臺北市的未來發展

需的人才，讓臺北市成為企業營運總部的人才

更形重要。臺北市企業營運總部營運的是國際

培訓基地，以臺北市成為臺商企業人才訓練中

競爭，臺北市向國際企業招商引資時，面臨的

心，甚或可以吸引鄰近國家人才來臺受訓。有

是全球評鑑，因此臺北市的軟硬體如果無法跨

了人才的交流，將帶動更多創意的交流，觸發

國、跨境，在全球化趨勢下，面對國內其他城

創新升級的能量。

市的企圖心，將喪失比較優勢。
雖然現行法令對於亞洲人才培育中心的設
臺北市相對新北市擁有的強力優勢，就是便

立，仍存在許多面向的限制，但每個城市或產

捷便利的宜居環境，就產業上而言，即是吸引

業聚落在招商引資時，無不強調人才的優勢。

人才的強項，結合松山機場的人流門戶，可強

因此筆者期待未來「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

化臺北市往「亞洲人才交流中心」轉型規劃，

的規劃，能夠突破既有法令限制，找出地方政

以亞洲人才培育中心深化臺北市企業營運總部

府可著力的模式，推動內湖科技園區發揮「亞

的功能，塑造臺北市的不可取代性。

洲人才樞紐」的功能，為內科以及臺北市企業

亞洲人才培育中心的實質運作內涵如聘請國

注入更充沛的發展能量。

際優秀講師來臺授課，或是國際知名學院來臺
13

從臺北市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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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亞洲人才培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