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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科雄

自由貿易港區之運作；第二階段則待「自由經
年乃
是

我國經濟發展的關
鍵年度，中日韓自由貿
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ment)、跨太平
洋戰略夥伴協議(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立法後，開放地
方政府依自身條件申設。臺北市乃我國首都，
相對於香港、新加坡、上海、首爾、東京等亞
太區域內的主要都市，在經濟規模、國際連
結、企業總部進駐等方面，臺北市都需要力圖
開創更好的競爭優勢，如何藉由自由經濟示範
區的建置使臺北市於亞太區域的經濟位階脫胎
換骨，乃是本文探討之主要課題。

皆在本年度密切協商，我國若無相對積極的開
放戰略，在此經濟整合趨勢中將淪為配角。在
此情勢下，我國除了力推繼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之後的兩岸服務貿易及商品貿易協
定完成簽訂之外；另一個重頭戲，就是推動自
由經濟示範區之建置，這也是我國近10年來繼
加入WTO、兩岸三通、簽訂ECFA後最為重大
的經濟轉型工程。為落實自由化、國際化，以
及前瞻性的設計機制，策略作為是以區內之外
資達TPP、陸資由ECFA達WTO待遇為開放條
件，並以我國具前瞻性的優勢產業做為區內國
際產業合作的示範業別。依其推動程序，第一
階段將以現有五海一空的自由貿易港區為起
點，由各部會進行行政命令增修以進一步便利

TPP、ASEAN、
RECP簡介
跨太平洋戰略夥
伴協議(TPP, Tran
sPacific Partnersh
ip Agreement)原
為
由
智利、紐西蘭、
新加坡及汶萊於
2005
年所組成，在美
國加入後，成為
主
導
跨太平洋區經濟
整合之高規格自
由貿
易協定。
與其相對的則是
由東南亞國家協
會 (A SE A N , A ss
oc ia tio n of So ut
he as t
Asian Nations)，
以及由中日韓印
紐澳
組成的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R
CE
P,
Re gi on al Co m pr
eh en si ve Ec on om
ic
Partnership)，其
開放的部門及領
域
則
相對較少，但仍
為進入東協市場
的重
要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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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

連科雄／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副研究員

經濟觀測站

而，第二階段的地方申設則是有機會使此一特

臺灣經濟特定區演進歷程

定區的機制跳脫傳統產業園區與都會區域隔離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Organi-

的概念，不僅可於五海一空周圍發展新興城廓

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例如桃園航空城）；亦可將高度國際連結的

Development)(2010)之定義，經濟特定區乃是

經濟活動引入既有城區之中，此一機制特色可

指具有明確劃定範圍、與一國境內其他區域適

望為臺北市打開機會之窗，使得臺北市在亞太

用不同法制規範、獎勵措施的特定區域；若就

主要都會的競爭態勢中創造獨特利基。

其設置的主要目的而言，World Bank(2008)認

然而，依我國現行法規機制，除了少數地方

為至少應具備四大目標之其中一項，包含增加

稅及行政規範的簡化排除外，地方政府在吸引

就業、吸引外來投資、新政策的實驗場域，以

企業進駐當地發展上，已難在租稅優惠上有所

及經濟改革上位策略的支援區位。依我國的經

積極作為。對於企業最終獲益而言，稅制安排

濟特定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的演進（表

固然是重要因素，然而，企業所在區位的軟硬

1），大抵皆為在既有城市的市區範圍之外，

體基礎建設及在地鑲嵌(local embeddedness)之

另尋一開闊且具特定基礎建設的區域進行建

特定元素，更是影響企業日常運作的關鍵中間

置，將高環境衝擊的產業活動集中於城區之

投入。由這些面向進行突破亦是目前全球經濟

外。就目前規劃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依其設計

特定區所採取的作為。

機制雖然第一階段以五海一空為起跑點，然

表1 臺灣經濟特定區之演進
年代

特定區類型

區位

主要機制

創新管理機制特點

1960

工業區

全國各地公有土地

獎勵投資條例

租稅減免、簡化流程

1965

加工出口區

高雄、臺中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

保稅工廠

1979

科學工業園區

新竹、臺中、臺南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人才、研發、保稅之單一窗口

2003

自由貿易港區

五海一空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免稅淺層加工、保稅前店後廠、陸籍商務停留

2013

自由經濟示範區

五海一空及各縣市申設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

人員商品資金自由移動、市場國際接軌、友善租
稅、便利土地取得機制

資料來源：各園區法規及後續推動措施，本文整理。

國際城市經濟特區機制標竿
基於臺灣為中國大陸邊緣國家以及臺北市做
為首都的發展定位，本文歸納分析歐亞二大島
國的首都區域內所建立之經濟特定區，分別為
英國倫敦的企業特區、以及日本東京的戰略綜
合特區。

英國倫敦Docklands企業特區

能，原本都市之內的舊城區亦因工廠及企業
外移而呈現衰敗。英國政府於1980年起賦予舊
城區「企業特區(EZ, Enterprise Zones)」之機
制，透過租稅減免誘因以及管制措施鬆綁以吸
引企業活動於當地運作，第一個企業特區之位
置為倫敦的Docklands。依英國運輸部(1998)的
評估報告指出，企業特區在扣除掉因為誘因機
制而使得原本其他區域的企業活動轉移至當地

英國於1970年代歷經石油危機、經濟蕭條、

的移轉效果後，就整體成本效益而言，依然對

工會運動等多重挑戰，整體經濟成長缺乏動

於工作機會及企業競爭力產生淨正向效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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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危機的英國，於2010年宣布推動第二輪的增

業特區的機制設計，初期雖是以舊城區為主要

設企業特區政策，除了既有機制外，並進一步

區域，但其目標並非進行舊城翻新，而是藉由

提供資訊通訊基礎建設及國際連結的優惠機

相對低廉的用地取得成本以促進企業進駐提供

制，以使得在企業特區內運作之企業強化其

就業機會及引入經濟活動。基於過去推動的

競爭能力。

經 濟 觀 測 站

使得新興的文創產業得以孕育成長。英國之企

成功經驗，讓遭逢2008年金融海嘯及2010年歐

自由經濟示範區

日本東京都亞洲總部國際戰略綜合特區
日本自1990年代起歷經失落的20年，雖然日

在經濟規模及消費力上仍是呈現國際位階逐年

綜合英國及日本所推動之現行都會區域內之特

下滑的走勢。為挽回日本曾有的國際競爭優

區機制而言，可得出以下幾個共通點（表2）。

勢，除了各任首相在上任之初皆會提出改革措

1.租稅優惠機制具有企業選址的誘因效果，企

施外，亦有其結構性的機制改革持續推動，包

業普遍會因為在特定區位享有租稅優惠及補

含2002年的「構造改革特別區域法」允許地方

貼而移動至當地進行經濟活動。

政府申設特區，以及2011年的「綜合特別區域

2.國際商務活動的連結為企業經營的必要配套

法」由中央與地方共同設定特區。就二者的差

措施，英國協助進駐之企業參與國際商機；

異而言，如同臺灣的政府體制，日本的地方政

日本則是透過外國語言及專業執照以協助商

府可施行之優惠措施範疇有限，依構造改革特

務活動在日本便利運作。

別區域法所申設之地方特區在租稅優惠及金融

3.中央與地方政府須有協同運作機制，英國

活動上難以施展；反觀透過綜合特別區域法所

透過在地企業夥伴(LEP, Local Enterprise

設立之中央指定、地方配合規劃之特區，即得

Partnership)由地方提案、中央審核；日本則

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享有租稅、金融、商務

是透過特別法由中央指定區位、地方規劃實

活動、人才跨境、生活機能上突破既有法規

質內容之方式進行。其主要作用在於使特區

限制。

不僅能符合地方發展需求，亦能獲得中央資
源支援。

表2 英國及日本推動的城區內經濟特定區機制
城市
英國倫敦

日本東京都

特區名稱
企業特區

主要推動項目

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協同機制

1.租稅減免（前三年免除商業用地地產稅）
2.行政便捷（降低進駐相關行政程序）
3.基礎建設（資訊通訊及國際際商機連結）

由地方政府與企業組成「在地企業夥伴」共同
提案，中央政府評選。

亞洲總部國際戰略綜合 1.透過特別法排除一般管制法規之適用
特區
2.租稅補貼及商務活動支援措施
3.便利人才跨境移動及生活機能強化

依「綜合特別區域法」由中央政府指定區位、
地方政府提案規劃。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2012)，「以商業創新示範區活化總部運作及配套方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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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業依然掌控主要產業領域，但整體而言，

經濟觀測站

國際醫療產業合作

流、資訊流、物流、金流有所不同，因而各有

北市開啟新契機

其適合的場域區位（表3）。就臺北市之空間

依經建會(2013)所提出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規劃方案」，是以高附加價值的高端服務業為
主，其所重點推動的產業活動包含：智慧運
籌、國際醫療、農業加值，以及產業合作。由
於各類型的示範區之營運模式所需之人流、商

與產業運作特性而言，發展利基偏向於國際醫
療與產業合作，智慧運籌與農業加值則可與五
海一空或其他縣市申設之示範區進行合作與連
結。以下分別就國際醫療及產業合作二類示範
區在臺北市的發展模式進行簡要分析。

表3 自由經濟示範區類型與適合區位
示範區類型

營運模式

適合區位

智慧運籌

國際轉口轉運、物流配銷、檢測維修、淺層加工、以及透過創新關務運作之前店後 自由貿易港區及保稅工廠
廠機制。

國際醫療

開放國際（含陸籍）人士來臺接受重症治療及健檢醫美，並試辦無健保特約的公司 機場及海關一小時交通網之境內
型態之國際醫療機構，外籍醫事人員可達20%。

農業加值

進口國外（含中國大陸）農工原料，結合國內契作原料與產品及加工技術，以MIT 自由貿易港區及保稅工廠
品牌行銷農產加工品。

產業合作

國際連結之產業基礎研究、產品創新、製造生產、市場行銷活動。透過對智財布局 各地申設之示範區
的租稅優惠以及與國際間各特區的連結合作，吸引企業至示範區經營。

資料來源：經建會(2013)，「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核定本）」；各示範區之適合區位為本文所做分析。

際運作上，境外人士（含陸籍）可透過醫美健

國際醫療示範區營運模式
臺北市可透過桃園機場與松山機場分別進行

診落地簽及商務居留三年多次簽，於入境後分

洲際與東亞都會圈的國際連結，再加上地理位

別藉由捷運文湖線與機場線，30分鐘內即可到

置適中及醫療水準與美日同步，在發展國際醫

達臺北市內的國際醫療示範區。如此一來，高

療上具有獨特優勢，除了可在最小的旅程內達

附加價值之醫事活動及醫學研究即可於臺北市

成最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亦可藉由位於臺北市

示範區內進行，不須因外人移動限制而移至境

內醫藥學研單位之專業人才，建構國際醫學網

外（圖1）。

絡，成為國際級臨床實驗室的良好區位。在實
圖1 臺北市國際醫療示範區的可行營運模式
海關

臺北市
國際醫療示範區

東北亞
（中日韓）

松山
機場
醫美健診落地簽
商務居留多次簽

東南亞
（東協、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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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機場

捷運
文湖線

捷運
機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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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展覽

非健保之公
司型態醫院

（世貿、南港）

外籍醫事人員可
達20%

（士林、信義）

國際臨床實
驗室

溫泉茶趣、
歷史景點

特色商圈

伸的觀光、旅遊效益同樣可觀，建議外國人士

外商所得可予免稅。依中央銀行之國際收支統

使用悠遊卡三日券至世貿或南港展覽館參觀國

計，2012年臺灣註冊企業支付給境外企業的權

際展覽及進行國際採購；亦可至臺北市各個特

利金達45.5億美元，境外企業向境內企業支付

色商圈購物消費，如士林及信義商圈；此外，

9.3億美元，共計54.8億美元，新加坡則為我國

臺北市的溫泉與茶館，以及遍布的歷史景點及

的3.7倍。由此可看出新加坡雖然經濟規模為

博物館，均是國際旅客造訪北市的最好選擇。

臺韓港新之中最小，但其透過相關誘因機制吸
引跨國企業總部進駐，輔以健全的金融環境，

國際產業合作示範區營運模式

因而得以成為亞洲的智財權(IP)交易中心。
著眼於此商機，目前香港亦在積極藉由珠三

友善租稅環境，其中除了研發支出可抵減營利

角企業的轉型升級需求以發展成亞洲IP市場

事業所得稅外，另一關鍵誘因即是協助企業取

（表4）。

表4 臺韓港新之技術貿易規模
單位：百萬美元
臺灣(2012)

金額
貿易規模

韓國(2012)

香港(2010)

新加坡(2010)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4,549

932

8,387

3,435

1,978

400

19,136

14,345

5,481

11,822

2,378

20,570

資料來源：臺灣之中央銀行、韓國Bank of Korea、新加坡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香港政府統計處。

就臺北市而言，藉由臺灣企業本身龐大的

因。取得專利之企業可結合臺灣的五海一空自

技術交易需求，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給予境外專

由貿易港以及境內其他製造基地以完成在亞

利購買的優惠條件，以及在臺設立總部之企業

太及歐美皆受到專利保護之利基商品或服務

海外收益享營所稅10%之優惠。另外，建議更

出口，中央政府則可持續透過ECFA機制爭取

進一步提供雙向專利交易所得的租稅減免，或

簽訂TPP及RCEP，為企業營造有利的貿易條

IP第三地註冊保護協助，可望使臺北市成為臺

件。如此一來可幫助臺北市全球IP交易活絡，

商以及在臺設立營運總部外商之亞洲IP交易中

進一步促進臺灣其他自由貿易港及產業園區的

心，可創造就業及衍生之投資與知識外溢，提

出口倍增。

升臺北市於亞太區域之競爭力。
在實際做法上，臺北市可引用產業合作示
範區之適用機制，吸引國際企業及臺灣企業進
駐以發展亞洲IP交易中心，進駐企業的IP交易
所得享有10%優惠營所稅率；此外，亦可進一
步給予該交易項目租稅補貼或其他第三地IP註
冊補助與專利訴訟協助，以提升企業進駐之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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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具體推動措施中包含打造

自由經濟示範區

得專利及技術，示範區內授權或售出智財權之

經 濟 觀 測 站

除了國際醫療服務帶來的直接收益之外，延

經濟觀測站

圖2 臺北市亞洲IP交易中心之營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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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建置不僅為臺灣，也為
臺北市提供了契機，可望突破多年來受制於既
有經貿財稅法規修訂緩慢的困境，藉由示範機
制全國得以在衝擊限定的條件下，評估經濟效
益進而形成後續更大幅度開放之共識。然而，
依各國的發展機制及經驗可看出，單純由中央
或地方所設計運作的經濟特定區難以在城區運
作，既不能「中央請客地方買單」，亦不可
「地方擺闊中央收攤」，須由雙方協同運作方
能取得有效的發展機制。另一方面，在吸引企
業進駐以創造經濟活動上，依國際企業在生產
製造、集團管控，以及市場行銷等面向上具有
不同的要素需求，各類型的示範區可提出針對
性的配套措施。就臺北市而言，雖然相較於東
亞區域其他都會未必具有絕對優勢，但在國際
醫療及產業合作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機制上仍具
有相對的發展優勢，可做為臺北市未來規劃的
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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