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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gang Software Industrial Park (NSIP), the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al
paradigm, has been planned for building-office form and caused the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of software and biotechnolog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S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which includes the analysis in
creating the NSIP and the discussion on whether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occurred or
not. The main finding has figured out that under the policy of state’s guidance, there is
certainty potential industrial cluster in NSIP. We have pointed out the state overlooked
the importance of firms’ interaction and policy assistance, and therefore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doesn’t existed. In addition, what the state should do is to promote the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of firms in the park, and it’s the most important reminding to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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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於臺北市的南港軟體園區，是經濟部工業局所謂的「南港典範」，以廠辦
大樓形式的園區規劃，加上政府兩兆雙星政策的支援，讓南港軟體園區成為軟體
設計與生物科技產業聚集之地。本文從政府政策的觀點出發，檢視南港軟體園區
開發歷程中的政府支援，並進一步討論園區在產業聚集的基本條件下，是否具有
歐陸「制度厚實」的氛圍。研究結果發現，南港軟體園區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
確實具有產業聚集的雛形，但強調地方特色、文化與信任來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
厚實現象，則因政府後續政策未能配合園區後續發展而並不存在。此外，本文認
為政府對工業園區的態度，仍著眼於銷售完畢等於開發成功的既有思維，忽略了
銷售後廠商間的互動關係才是工業園區持續發展的關鍵，而這部分除了廠商自發
性的集體行為外，還必須靠政府的支援而這也是目前南港軟體園區所欠缺，也是
本研究對政府的最大提醒。

關鍵字：產業群聚、政府、制度厚實、南港軟體園區

前

言

產業聚集現象的研究，始於 Marshall 新古典經濟學的外部經濟與規模經濟分析；80 年代 Brusco
(1982)、Scott (1988) 加入組織結構與交易成本，形成強調廠商專業化以因應全球化變遷的「產業區域」
(industrial district) 與「新產業空間」(new industrial spaces) 論點；Krugman (1991) 納入歷史因素，並
以經濟模型分析強調規模報酬遞增對維持地方專業優勢的重要性，成為地理經濟學派。以上三種產業
聚集現象的學說，都是以「廠商」為分析單元，考慮廠商空間聚集的原因，最重要論點在於「成本」
的節省。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90 年代的產業聚集研究不再侷限於廠商的觀點，研究對象也跳脫單一地區
1
產業聚集的觀察，而是將產業群聚 視為促進區域發展原因之一，因而衍生出如新區域主義 (Lovering,

1999)、區域創新系統 (Braczyk et al., 1998)、創新氛圍 (Camagni, 1995) 或學習區域 (Lorenz, 1992) 等
強調創新、網絡與環境等可以歸納在廣義「制度」範疇的論述。Amin and Thrift (1995a) 結合以上要素，
從制度觀點探討區域經濟發展，提出「制度厚實 (institutional thickness)」的說法，認為藉由非正式制
度的密切互動，能取代政府干預而自發性地形成綿密的制度安排，進而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這種將地
方獨特的制度組合作為區域發展的分析方法，成為區域研究的主流思潮，制度厚實也成為解釋區域經
濟發展的有效工具。一時之間，美國 Silicon Valley、義大利 Emilia-Romagna 與德國 Barden-Wurttemberg
等地區的成功經驗成為其他地區創造地方經濟發展的唯一可行途徑，政策複製 (duplication) 彷彿也變
得理所當然 (Hospers and Beugelsdijk, 2002)。從以上的說法發現，制度厚實的研究地區多屬於自發性
形成的群聚地區，與當地特殊的地方條件與時空環境有極大的關係。
由上可知，產業聚集的研究已經逐漸與區域研究相結合，分析的角度從單一工業區拓展為區域，
研究的重點也從廠商如何節省成本轉變為區域如何藉由群聚、網絡與學習來達到創新，以提升區域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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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然而，正因為制度厚實有時空條件的適用性，讓批評者有了質疑的依據，認為制度厚實再怎
麼有助於地方發展，終究還是有限制性，還是需要政府的協助。例如，MacLeod (2001) 認為制度厚實
論述中忽視了「政府」(the state) 的角色；Raco (1999) 則認為欠缺政府的干預會使地方制度被少數的
菁英集團控制，形成權力的不公平；無論政府或市場主導的區域發展經驗，制度厚實的論述都不是完
美無缺的；Amin and Thrift (1995b) 也提出制度惰性 (inertia) 的說法，認為長久的制度路徑會讓地方
2
陷入固定的發展模式中，難以因應新的挑戰；Henry and Pinch (2001) 則發現沒有「軟制度 」支撐的

Scotland 賽車城同樣發展出理想的經濟成就，甚至提出制度稀薄 (thinness) 的說法來否證制度厚實。
單從制度厚實來檢視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受到強烈的質疑。此外，以第三義大利 (the third Italy) 而
言，這是文獻上公認，且全球聞名的中小企業自發性群聚地區，但在 Forfas 機構 (2004) 的調查中卻
發現，由於政府的鼓勵中小企業政策，使得該地區的廠商不願意擴廠，不願意增聘員工以維持中小企
業的門檻，這樣的發現則突顯出政府對制度厚實的影響。因此，儘管全球化與政府角色的關係仍處於
未定論，但將「政府」與「制度厚實」兩個主題並列討論應該能被接受。
檢視臺灣的產業發展，長久以來，臺灣編定工業區的開發都具有政策上的意義 (許松根與莊朝榮，
1991) ，反而忽略了編定工業區產業組合的內部因素，以致多數編定工業區是以「綜合性」工業區的
型態開發，工業區只是單純的廠商「聚集」(agglomeration) 而不具有「群聚」(cluster) 的特性。隨著
產業結構改變，工業生產型態產生重大的變化，強調彈性與即時生產專業化生產模式對工業區土地使
3
用產生了直接的衝擊，儘管如此，位於臺北市的南港軟體園區 ，卻有極為亮眼的銷售盛況，工業局
4
5
的官員便曾在正式 或非正式 的場合提到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成就」，認為南港軟體園區的經驗可

以作為其他工業區開發的參考，甚至成為典範。從工業局對南港軟體園區的肯定可知，
「政府」確實在
南港軟體園區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截至 2004 年 6 月止，南港軟體園區共有 210 家廠商，2003 年產值 1,950 億元。當多數編定工業
區面臨土地去化不易，開發資金不斷累積

6

的困境時，南港軟體園區供不應求的熱烈銷售景況，彷彿

成為編定工業區的開發模範。有關南港軟體園區發展的研究 (財團法人環境規劃與城鄉研究文教基金
會，2004；李立國，2004) 認為南港軟體園區具有產業群聚，並逐漸衍生出地方的環境特色，形成創
新氛圍，彷彿園區已經具有制度厚實的條件。但基於前述對制度厚實的檢討與質疑，復以工業局對南
港軟體園區發展經驗的肯定，從而引發本文以南港軟體園區為例，檢視政府角色與制度厚實關係的動
機。政府對南港軟體園區的政策引導，是否如工業局宣稱般樂觀？若單從銷售數字來看，南港軟體園
區的開發確實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從產業群聚的觀點來看，南港軟體園區的發展能否稱得上成功？
園區銷售完畢後，政府政策能否引導區內廠商彼此互動，營造出園區的制度厚實環境？以上兩個疑問，
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
準此，本文試圖以政府角色作為主要分析依據，檢視政府對園區開發的影響及廠商進駐後的互動
情形，驗證先前制度厚實相關論述對南港軟體園區的適用性，試圖彌補目前制度厚實論述的闕漏，以
期指出南港軟體園區未來發展的改進之道。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二部分藉由文獻回顧統理出產業群聚
的理論脈絡，並串聯出與制度厚實的關係；第三部分介紹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歷程與現況，著重於政
府角色的分析，以呼應過去對制度厚實理論欠缺政府行為討論的批判；第四部分分別從政府是否持續
引導園區發展的觀點分析南港軟體園區的制度厚實環境，提出園區發展的經驗反省與產業群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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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最後，為結語。

群聚理論演進與制度厚實的串聯—從廠商到區域
產業群聚是一種現象，學術界觀察這樣的現象後提出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立論基礎不同而形成
不同的學派，迄今仍莫衷一是，但產業群聚有助於產業與經濟的發展則是基本的共通點，本文彙整產
業群聚各學派的說法，爾後串聯起產業群聚與制度厚實的關聯。

(一) 廠商面向的產業聚集理論—外部經濟、專業化與歷史
外部經濟
「產業聚集」源於 Marshall 的聚集經濟概念，當時的想法只是認為廠商聚集在某一特定地區能夠
享受專業化投入、有專業技術勞動力、基礎設施和資源易於共享三方面的優勢以節省生產成本。之後
的學者則將三個優勢歸納為都市化經濟 (urbanization economy)、地方化經濟 (localization economy) 以
及規模經濟 (economy of scale)。對於廠商群聚的三個理由是專業勞力的提供、非貿易專業投入與訊息
最大化，Simpson (1992) 認為以上三個理由都隱含著降低雙方搜尋成本，提供工作人員與廠商最大的
媒合 (match) 機會，Gordon and McCann (2000) 認為廠商群聚的外部經濟利益來源在 (1) 勞動力與市
場的結合；(2) 專業勞力的累積；(3) 廠商生產力的提升；(4) 生產成本的節省與；(5) 形成獨占的封
閉集團。
專業化
Scott 與 Storper 強調專業化整合生產的論點被稱為加州學派，認為廠商聚集是為了節省交易成本。
由於交易與生產型態的複雜性，使得沈默知識 (tacit knowledge) 與信任在交易過程中特別重要，又因
為完全契約不可能達成，距離接近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重要因素，並由此推論出廠商聚集的原因
(Newlands, 2003)。加州學派還認為產業型態並不會影響聚集差異，高工資與技術先進的產業會產生聚
集，低工資與低技術產業同樣會有聚集現象，而廠商間的非交易依賴關係與網絡則未被探討。
加州學派的專業化論點，開始浮現非正式制度的影子，但並未做深入的分析，其最主要的貢獻在
於應用交易成本的概念來解釋廠商聚集，與外部經濟單從生產成本與運輸成本的論述又更進一步，但
還是未能超越廠商的範疇。
歷史與報酬遞增
Krugman (1991) 認為比較利益原則不足以解釋國際貿易理論，國與國貿易的產生是由於規模報酬
遞增，而非天然資源稟賦的差異。區域聚集專業化的論述有兩個基本概念，一是專業化是歷史的意外；
另一，當專業化一旦成立，將產生外部規模經濟，並產生路徑相依或鎖進 (lock-in)。Krugman 還指出
三種維持 (促進) 外部經濟的因素，分別是勞動市場、專業供應商的建立以及技術知識的外溢，Krugman
應用經濟模型解釋地理現象的方法，也被歸納為地理經濟學派，其中的規模報酬遞增是支撐地方優勢
的最重要因素 (Martin, 1999)。Nelson and Winter (1982) 認為技術變遷是路徑相依的，Boschma and
Lambooy (1999) 討論演化經濟學在經濟地理的應用時，同樣認為歷史、報酬遞增是討論產業聚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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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的因素，與 Krugman 論述一致，認為聚集是歷史偶然形成的結果，是對於過去選擇的回應。規模
報酬遞增的概念是從區域的觀點討論為什麼某些地區會有專業化的聚集，擴展了產業聚集的研究面
向，規模報酬遞增是維持聚集的要件，而歷史演化也是關鍵。
外部經濟、專業化與歷史路徑相依都以「廠商」為研究對象，群聚是廠商最終選擇的結果，只是
討論的向度不同。在多數的文獻的分析中卻是彼此交錯應用著 (Antonelli, 2000; Gordon and McCann,
2000; Gertler, 2001; Phelps, 2004; Newlands, 2003; Cumbers and MacKinnon, 2004)。

(二) 從產業聚集到產業群聚—Porter 的啟發
Porter (1990) 認為產業群聚有助於提昇國家競爭力，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有助於廠商互動
過程中的生產穩定性，同時也能刺激創新比率，Porter 將產業群聚的定義為：產業中的關聯公司、專
業化供給者、服務提供者、廠商與大學、貿易組織等，其競爭與合作活動過程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
產業群聚概念並沒有空間的限制，群聚的大小可以小至一個工業區，大到跨越不同的國家。從 Porter
的研究發現，無論群聚的大小，地理上的鄰近 (proximity) 都被認為有助群聚內各個單元的相互溝通
與互動，故有助於提昇競爭優勢。在 Porter 的定義中，產業群聚是由一群在追求個別效率與競爭力的
目標下，依賴彼此之間相互動態關係的公司所組成。
外部經濟、專業化或報酬遞增的產業聚集，都是從生產面觀察廠商聚集的原因，廠商間的投入產
出與網絡關係則未被討論。Porter 在聚集理論中加入了「廠商互動」的概念，強調聚集廠商間既競爭
又合作的互動關係，同時相關的服務業、供應業會隨著群聚而逐漸發展，進而強化競爭力。廠商互動
以提升競爭力的概念，也引發了從 90 年代開始一系列從「制度」觀點討論產業群聚與區域發展的學說。
此外，Ernst et al. (1999) 也認為，從外部經濟觀點思考的產業群聚屬於靜態的研究範疇，研究主體是
在「廠商」而非地區，只有考慮地方差異條件並將廠商互動與學習等因素加入，才能更適切地表達出
產業群聚的動態變化，此論點也更進一步深化本文以制度厚實作為主要理論的動機。

(三) 制度厚實與產業群聚的連結與批判—納入制度因素
產業群聚學派的制度因素—非正式制度的應用
制度，包括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與執行 (North, 1990)。正式制度係指規則、法令等具有強制
力的約束；非正式制度一般則指文化、習慣與社會氣氛等，屬於非實質的面向；執行，則是制度發生
作用的關鍵，一個制度設立後必須要執行才有意義。制度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遊戲規則，同樣可以規
範廠商間的互動，無論法規、契約 (正式制度)、文化、環境或信任關係 (非正式制度)，都屬於制度範
疇，換言之，制度規範了廠商生產行為，型塑了區域條件，進而影響整個區域生產環境與廠商互動模
式 (制度執行)。是以，制度是討論產業群聚與區域發展的關係時不可或缺的因素。
新工業地域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學派最早把制度概念應用在產業聚集的研究，Piore and Sabel
(1984)、Best (1990) 與 Harris (1992) 在觀察義大利北部工業區的生產模式後，歸納出強調專業化彈性
生產模式、中小企業的合作網絡關係，以及地方條件對生產的助益，首先提出集體學習 (collective
learning) 的概念，認為同質性高的廠商藉由非正式關係，如信任、習俗等，會產生學習效果，對地方
生產創新有正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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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網絡學派則從社會學角度分析行動者間連結關係的強弱對產業聚集的影響，有強連結與弱連
結的說法 (Granovetter,1992)。社會學家認為廠商的生產網絡是建構在彼此的信任關係上，網絡是從多
年的合作經驗中建立的，彼此的關係中事實上「鑲嵌」(embed) 著許多關係元素，諸如習慣、歷史背
景、共同經驗等。社會學的生產網絡論述，與新工業地域存在許多相同之處。
交易成本學派延續 Williamson (1985) 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概念，認為如果產業上下游可以集合起
來，則能夠有效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並發展出固定的契約關係，更進一步產生信任，有助於交易的
進行。而以信任為基礎形成的產業群聚則會產生 (1) 減少不正當 (malfeasance) 的交易；(2) 促成可依
賴訊息的自願交換；(3) 容易達成協議；(4) 協商者可以在同樣地位談判與 (5) 易於沈默知識的分享
(Maskell, 2001)。交易成本的群聚是從地理鄰近產生的信任關係衍生而來，特別強調廠商間的互動，也
是與前述同樣強調交易成本的加州學派最大的不同。
制度厚實的發展
Amin (1999) 從區域的觀點提出「制度厚實」
，認為區域發展必須有相關制度的配合，這些制度應
該能夠加強區域網絡發展、鼓勵協商，並且維持學習與適應，並建構企業支援系統、政治制度與社會
關係的整合，同時必須注重區域脈絡與路徑相依的特性。
Amin 制度厚實的概念源自於 Amin and Thrift (1992) 關於新馬歇爾節點的討論，認為區域經濟的
發展必須連結全球與地方，除了自身的環境條件與產業特色外，還必須創造地方經濟活力，而仲介的
方式便是透過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搭配以產生綜效 (synergy)。制度對區域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在於
提供地方化社會與經濟網絡的基礎，強而有力的地方制度關係將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的成長 (Raco,
1999)。Amin (1999) 還認為地方競爭力的資產並非在特定的廠商，而是因為有吸引人的地方特性以提
供最佳的制度氛圍 (milieu)，支持廠商的發展需要。研究者不能將地方發展成功經驗單純地歸諸經濟
因素，各地迥異的社會文化因素也是地方發展的核心，而社會因素的總和，便是所謂的「制度厚實」。
周志龍 (2002) 整理出制度厚實包括：(1) 機關團體與組織；(2) 機關組織間的互動；(3) 集體代理的
文化；(4) 共同倫理和價值的形成及 (5) 共同未來願景的發展。從制度厚實的組成來看，正好提供了
治理與創新的連結，亦即在治理的制度架構下產生創新。此處的制度係指廣義的制度，包含正式與非
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在於建立區域產業環境、相關法令規範與產業政策，營造良好的產業基礎設施，
維持必要的生產環境；而非正式制度則偏重於學習、適應與網絡。
Keeble et al. (1999) 曾以英國 Cambridge 地區為例進行制度厚實的實證研究，他認為 Cambridge
地區制度厚實的來源在於劍橋大學，鄰近地區的廠商多衍生於劍橋大學的研究中心，而廠商間的頻繁
互動則建構出地區的共同學習過程，塑造出 Cambridge 地區特殊的地方氛圍。此外，企業支援代理
(business support agencies)、科學園區與企業服務則是促進制度厚實的其他原因。支援代理包括了訓練
諮詢機構、商會與企業代理商；科學園區提供廠商設廠的機會；而企業服務業則扮演了生產性服務業
的角色，給予 Cambridge 地區大小廠商必要的生產服務支援。
對制度厚實的批判
制度厚實被認為與區域經濟發展有正向關係，但也有反面的論證 (Henry and Pinch, 2001; MacLeod,
2001; Markusen, 1999; Raco, 1999)。Henry and Pinch 從汽車城的田野調查來否證制度厚實，說明在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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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支援的條件下，地方同樣能發展成為與全球經濟接軌的新馬歇爾節點，並提出制度稀薄
(institutional thinness) 的名詞來對比制度厚實；MacLeod 則強調「政府」(the state) 的概念應該在全球
化經濟中被重視，而非如制度厚實般過於注重軟制度，同時還點出制度厚實其實是一種套套邏輯
(tautology) 的反覆論述；Markusen 則將制度厚實、社會鑲嵌和學習區域等論點視為經濟地理中模糊
7
(fuzzy) 而難以清楚解釋 的概念；此外，制度惰性 (inertia) 與路徑相依的質疑也是制度厚實論者難以

避免的批判，以上關於制度厚實的反面意見固然不可否認，但就制度厚實強調非正式制度的互動，在
某個環境中各個參與者如何透過政府以外的機制來建構出運作的模式與共識，以促進區域發展的論
述，卻同樣有值得借鏡之處。
產業群聚與制度厚實的制度連結—納入政府角色
本文認為起源於歐陸的「制度厚實」論，應用新馬歇爾節點 (neo-Marshallian node) 的概念，承襲
一系列區域創新與區域競爭優勢的脈絡，並加入「制度」的作用所形成的論述 (discourse) ，應能跳脫
純粹以廠商為基礎的產業群聚思維，從制度面對產業群聚的形成、發展與變遷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Amin and Thrift (1995a) 將制度厚實認為是空間制度化的過程，換言之就是空間中各種制度交互作
用後融合的結果，其中的元素應該包括了正式制度 (法令與規則)、非正式制度 (地方傳統、與全球經
濟連結網絡等) 與執行。然而本文與所引用的制度厚實論述不同之處，在於對政府角色的討論。在先
前的文獻中，承襲經濟全球化的脈絡，政府的功能逐漸被企業取代而未被重視 (MacKinnon et al.
2002)，甚至成為被批判的重點 (MacLeod, 2001)。從制度形成的角度來看，無論企業有多密集的全球
網絡，地方有多獨到的創新氛圍，還是需要政府來設計、建立與甚至執行各項制度，才能營造出制度
厚實的可塑性條件。換言之，無論接受制度厚實論與否，政府角色與政策力量都不容忽視，就如 Raco
(1999) 所舉 Silicon Valley 的發展，屬於自由市場運作的結果，如果缺乏對地方企業的制度支撐，終究
無可避免地會遭遇擁擠、地價上漲及環境惡化的困境。就南港軟體園區而言，如果沒有政府規劃與開
發，現地能否成為廠商群集的園區都將是個疑問。
本文並非藉政府行為檢視制度厚實，而是將南港軟體園區的發展視為兩者結合的成果。制度厚實
理論有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條件，制度厚實所驗證的地區，也多屬於自然形成的產業群聚地區，加上
先前文獻中對缺乏政府角色的批判，讓本研究有了立論的空間。本文以政府主導的南港軟體園區為例，
從政府政策的角度探討該地區的制度厚實。分析政府在園區開發過程中是如何提供政策支援來達成產
業聚集，將之視為政府制度環境的營造；其次討論園區開始運作後政府政策是否能夠促使廠商產生集
體行為以創造制度厚實，了解南港軟體園區制度厚實的實際情況。因此，將制度厚實的概念應用在南
港軟體園區，討論政府對南港軟體園區的影響，並進一步瞭解南港軟體園區是否具有制度厚實的特性，
如此將能與呼應 Amin and Thrift 的制度厚實看法，同時也能回應對 MacLeod 等人制度厚實論的相關批
判。

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歷程與現況
(一) 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歷程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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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開發歷程—智慧型工業園區的延續
南港軟體園區座落於臺北市南港區，1988 年經濟部為促進產業升級，輔導國內軟體產業發展，開
始研議「智慧型工業園區」的規劃。1989 年，經過軟體業者、資策會與經濟部委託單位的意見評估後，
選定當時為化學工廠的基地作為臺灣第一座軟體園區的地點。工業局原先的規劃構想僅限於南港軟體
園區，1989 年底，經濟部認為屬於國營事業的臺灣肥料公司位於南港約 42 公頃的土地可一併規劃，
興建世界貿易中心展覽館與商業中心，因而浮現「南港經貿園區」藍圖，但「軟體工業園區」則一直
是工業局積極推動的首要之務。
開發軟體工業園區以帶動軟體產業發展，是工業局的既定政策，該項政策也受到當時經濟部長陳
履安的支持，然而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卻受到臺肥公司以不合作的方式消極抵抗，使園區開發面臨停
擺。工業局甚至一度考慮在臺北縣另覓適宜土地，重新規劃開發。直到 1990 年 7 月，行政院審議通過
經濟部所提「南港經貿軟體特定專用區開發計畫」
，確定南港軟體園區採公私合營方式開發，工業局也
同時提出園區分三期開發的藍圖，而前述公私合營，專責園區開發的公司便是目前的「世正開發公司」
。
於 1996 年世正公司正式動工，此時距原始計畫核定之日，已有五年半之久。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南港軟體園區原本就是工業區，在且中央主管機關一開始便是朝順應產業發
8
展型態的「智慧型工業區 」方向規劃，而後續的政府政策，無論是經濟部工業局或臺北市政府也都

不脫智慧型園區的範疇，儘管開發過程經歷許多折衝與協調 9，卻自始至終都維持「軟體園區」的目
標。是什麼原因讓南港軟體園區能經歷將近 15 年冗長開發過程後還能有良好的銷售成績？可以先從政
府政策的觀點來檢討。
產業彈性生產模式—配合生產趨勢的法令鬆綁
配合產業彈性生產模式的廠辦大樓式規劃型態，復以前述外部經濟與交易成本的優勢，使南港軟
體園區展現出亮眼的銷售數字。可說是規劃、產業發展、園區型態、地理位置與歷史演進各項因素配
置的綜合，與 Krugman (1991) 強調歷史偶然重要性的觀點一致，也符合 Arthur (1989) 關於技術、報
酬遞增與歷史交互影響的說法。當廠商進駐，園區逐漸具備規模經濟後，政府開始放寬土地使用管制
項目，開放服務業進駐來降低廠商交易成本。
工業區土地處理的新政策—只租不售與○○六六八八
10
經濟部工業局決定由「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中提撥款項，挹注南港軟體園區開發，並採取只

租不售的方式提供用地。周素卿 (1997) 認為此係因南港軟體園區屬於「國家基本通訊建設」的示範
重點，卻因土地徵收問題而動彈不得，因而衍生出的新工業區開發模式。同時也確立了南港軟體園區
採取地上建築物出售，土地只租不售的原則，土地產權屬工業局所有。南港軟體園區兩期廠辦大樓，
分別於 1999 年與 2004 年完工，有 A 至 H 八棟大樓，第一期可建樓地板面積 58,000 坪；第二期可建
樓地板面積 78,000 坪。第一期建物所有權以買斷

11

方式處理，第二期則只租不售。園區銷售同樣適用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工業區租售優惠的「○○六六八八

12

」方案，然因園區屬於既成的廠辦大樓型態，

13
與需另行興建廠房的傳統工業區型態不同，故僅適用「六六八八 」方案。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創新—管理委員會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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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軟體園區的管理模式與一般編定工業區不同，傳統編定工業區在工業局的監督下設有服務中
心，負責工業區內的公共服務事項，由於建物屬於立體式廠辦大樓，故南港軟體園區除了傳統的服務
中心外，還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由大樓各區分所有權人組成「管理委員會」
，在工業局的輔導下監
督委外大樓管理公司運作，管理委員會的位階與服務中心平行，名義上接受工業局「輔導」
，實際上則
是自主運作，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1

南港軟體園區管理委員會組織關係圖

(二) 南港軟體園區現況與廠商
園區內 210 家廠商組成以軟體相關產業與生物技術產業為主，但允許引進廠商還包括必要支援廠
商、金融、保險、土地與法律相關事務所，此外，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也決議開放生活必需的零售、
餐飲及日常服務業進駐，使園區兼具生產與生活機能。園區內的生產性服務業主要提供製造業廠商基
本必要的生產服務功能，能否進一步讓南港軟體園區達到 Sassen (2000) 所稱的連結全球化功能，則仍
有待觀察。
從表 1 分析，則發現南港軟體園區的群聚應以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為主，在電腦、
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的 122 家廠商中，便有 68 家，56% 廠商屬於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另外在化學製品製造業雖然只有 23 家，但其中卻有 18 家，78% 廠商為生物藥品製造業。從以上簡單
的數字計算尚不足以證明南港軟體園區的產業群聚趨勢，只能稍微突顯出園區部分產業有聚集的趨
勢，有產業群聚的基本條件，至於是否確實有群聚的互動關係，則必須靠後續訪談分析。
南港軟體園區在科技資訊產業的聚集，與專業人才的累積可說是相互影響的，在產業聚集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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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顯著後，符合需求條件的人才為追求更好的待遇或機會，自然會往該處移動，從而帶動當地的
專業知識與廠商競爭力，逐漸形成 Camagni (1995) 的創新氛圍的基礎，也與 Saxenian (1994) 對矽谷
高科技產業的描述類似。由此可知，在知識經濟下討論廠商聚集的外部經濟，固定基礎設施成本的節
省並非重點，專業人才的積累與後續創造的效應，才是外部經濟的重要貢獻。
表 1 南港軟體園區產業類別與廠家數統計表
分類項目

編號

分 類 名 稱

廠商家數

食品及飲料
製造業

0895

即食餐食製造業

2

0899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1

紡織業

1024

針織布業

1

1821

原料藥製造業

1

1822

西藥製造業

4

1823

生物藥品製造業

2319

其他鋼鐵基本工業

2

2548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設備製造修配業

5

2551

建築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2

257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修配業

1

2611

電腦製造業

2612

電腦終端裝置製造業

2

2614

電腦組件製造業

2

2619

其他電腦設備製造業

2622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8

2639

其他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4

264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2710

半導體製造業

9

27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

2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修配業

4

3019

其他精密儀器製造業

1

3030

醫療器材及設備製造業

7

3199

未分類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9

化學製品
製造業
金屬基本工業
機械設備
製造修配業

電腦、通信及視
聽電子產品製造
業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運輸工具
製造修配業
精密、光學、醫
療器材及鐘錶製
造業
其他工業製品製
造業
其他行業

小計
3
1
23

18
2
8

20

18

122

68
12

4

8

銀行金融業

16

管理與研究機構

11

總計

9
27
21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環境規劃與城鄉研究文教基金會 (2004)。

在規模經濟方面，廠商群聚後降低公共設施的提供成本，共享聚集所產生的企業服務，此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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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相同，但專業型園區的優勢在於專業技術勞動力的供給能滿足需求，維持產業群聚。表 1 顯示
南港軟體園區的電腦通信與電子製造產業占了所有廠家的 50% 以上，表示南港軟體園區屬於「專業性」
的聚集，而非傳統綜合性的工業區。科技資訊業的群聚使南港軟體園區具有的「勞力庫 (labor pool)」
的性質，容易吸引具有專業技能者在此交流，這樣的情形正與 Simpson (1992) 指出聚集容易提高工作
媒合機會的論述相符，而媒體的報導，則更呼應了以上關於專業人才的論述：
電子資訊業，是臺北市另一個發展重點。1998 年至 2000 年，臺北市成長數目最多的行業家數為
「製造業」
。這個現象主要受到內湖輕工業區以及南港軟體工業園區進駐大量廠商的影響。工業區帶來
就業機會。根據臺北市勞工局調查顯示，不論內湖工業園區或南港軟體工業園區，92% 的廠商在近 3
年內均有人才不足的現象。生產技術作業員、軟體研發人員、電子電機設計人員的需求量最高。南港
軟體育成中心預計，5 年內將培育 96 家廠商，1,300 位軟體人才，提供 2,700 個就業機會，並帶動 70
億的直接產值 (蕭西君，2001)。
從南港軟體園區開發歷程與現況的討論中可以看出，目前園區產業群聚的結果事實上是起因於當
時某些政策或堅持。從以上的分析也發現，十餘年來政府一直積極推動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無論是
開發前的用地取得協調、開發中的資金挹注與開發後的管制鬆綁、後續基礎設施興建，都是政府積極
推動的結果。若以 Raco (1999) 觀察的市場主導與政府主導的產業區域來看，南港軟體園區比較偏向
德國 Barden-Wurttemberg 的型態，屬於政府規劃所形成的群聚，而將政府納入制度厚實分析，正好可
以補足 MacLeod 對制度厚實論過於強調軟制度，忽略政府角色的批判，也同時能呼應 Henry and Pinch
(2001) 對政府與地方制度、文化替代性的制度稀薄論述。準此，下一節將從南港軟體園區產業群聚形
成的政府行為出發，探討政府設定的園區發展目標，之後再藉由文獻與實地訪談瞭解園區實際發展情
況。

南港軟體園區產業聚集的政府政策與制度厚實發展
經過文獻回顧、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歷程與現況分析後，本節先從政府對園區提供的制度協助來
檢視園區的制度厚實理想，再藉由實地訪談檢視各項制度執行成效，最後提出園區發展的經驗與反省。

(一) 南港軟體園區產業聚集原因—政府的觀點
區位優勢—外部經濟
區位條件是南港軟體園區獨具的優勢。南港軟體園區是臺北市唯一的經濟部編定工業區，位於首
都使南港軟體園區較其他編定工業區多了「示範效果」
，容易獲得較多的政策支援與協助，甚至有媒體
以「三千寵愛集一身」來形容南港軟體園區得天獨厚的條件 (李翠卿，2004)。此外，南港軟體園區屬
於「南港經貿園區」的一部份，在臺北市政府的規劃構想中，未來將結合世貿第二展覽館與鄰近的內
湖高科技園區，打造出南港內湖地區的高科技生產廊帶。在內湖與南港兩處高科技工業區都逐漸發展
成熟的條件帶動下，因區位優勢形成的外部經濟將益加明顯。
非正式組織
非實質面的作法，是試圖藉由具有帶動性的機構來塑造南港軟體園區的產業群聚。最顯著的案例

56

便是指定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與經濟部生醫產業推動小組進駐園區 F 棟大樓，而 F 棟正是生物
技術相關產業的群聚所在，藉著中央研究院與經濟部的支援，園區內的生物技術廠商有了可供諮詢的
對象。此外，園區內還設立了「南港創新育成中心」
，提供共享軟硬體設施及商業諮詢服務。從政府非
實質面的制度支援可以明顯地看到過去政府培植新竹科學園區

14

的影子，都是希望藉由政府部門投入

必要的基礎研究，有初步成果後再以衍生 (spin-off) 的模式成立新創公司，整體帶動園區的創新氛圍
發展。
園區內的廠商性質不同，儘管最大的群聚為軟體與生物技術產業，但在允許使用項目中便臚列出
相關的支援產業提供服務，並據以引導廠商互動，增強產業聚集；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在南港軟
體園區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提供廠商必要的金融諮詢、法律服務與土地處理等事宜，而在南港軟體
園區網站的公告事項中，也能發現生產性服務業針對園區內廠商提供的服務優惠措施。
園區最大的特色是由各廠商自行組織的園區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代表園區廠商與管理單位互
動，以下將探討南港軟體園區能夠成立其他編定工業區所沒有的管理委員會，取代傳統管理中心的原
因。集體行動如何產生，一直是制度經濟學所探討的議題，在 Olson (1965) 認為團體會因為白搭便車
與公共財提供的關係而不可能產生集體行動的論述成為經典之後，如何藉由制度設計與誘因的提供來
達成集體行動，避免白搭便車

15

問題，便成為新制度經濟學所探討的關鍵問題 (Ostrom,1990)。

園區大樓管理委員會是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由大樓第一期各廠商聯合組成，專責與經濟
部工業局的委託管理單位交涉。然而南港軟體園區卻是仍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設有管理中心，
負責園區設施的管理維護，管理中心與管理委員會的位階平行，彼此合作協調。南港軟體園區現行的
管理模式可分為大樓與園區，大樓部分由區分所有權人組織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實際執行交由民間
管理公司運作；而園區整體環境則仍依循傳統編定工業區模式，由工業局委託園區服務中心負責。
廠辦大樓的型態，是經濟部工業局因應產業生產型態的轉變所做的因應，這也是智慧型工業區的
特性。與傳統平面式的工業廠房不同在於廠辦大樓較為強烈的外部性

16

(externality)。在大樓內廠商彼

此緊密相鄰，公共設施使用頻繁，必須維持良好運作以確保廠商生產環境的穩定，在此情形下，一旦
出現白搭便車者便會影響所有廠商的運作，依照 Olson 的理論，是不可能自然形成集體行為的，有鑑
於廠辦大樓強烈的外部性特質，主管機關必須建構出制度設計的規範，建立遊戲規則後再交由廠商自
行運作，管理委員會的運作機制也應運而生。因此嚴格說來，管理委員會的自主管理並非完全自發性
成立的組織，而僅是政府因應園區廠辦大樓特性的制度設計結果。
政府政策
政府 (包括中央與地方) 對南港軟體園區提供的制度協助包括了園區土地使用管制的鬆綁、廠房
取得方式的優惠、誘因資源的投入 (中研院與育成中心的設置) 與實質設施的支援。在園區土地使用
管制方面，除了原先允許的產業，如資訊軟體業、電腦、電子、資訊、電信等製造業之研發單位、自
動化規劃設計公司、IC 設計、相關支援產業及公用事業、公務機關及法律、會計、地政與保全事務所
外，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 2002 年 7 月更決議：
在有效引進就業人口，並留住高科技專業人才的考量下，於衡量區內服務設施的可行性後，決定
放寬南港軟體園區容許使用範圍。未來軟體工業園區內將可進駐一般零售業、餐飲業、日常服務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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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種，將大幅提高增加園區內生活的便利性 (黑體字為本文所加) (引自 2001.07.03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會議記錄)。
從以上會議記錄可以知道，政府放寬南港軟體園區土地容許使用項目是以廠商對專業人才的需求
作為考量，希望藉由放寬土地容許使用項目來提高園區的生活便利性，讓園區能繼續吸引專業人才投
入，顯示專業人才對群聚的重要性。除了都市計畫管制的鬆綁，在土地銷售方面，在第一期廠房完全
出售後，經濟部工業局也積極去化 2003 年底完工的第二期廠房，與第一期不同之處，在於第二期廠房
採取只租不售的方式辦理，有意願進駐的廠商同樣適用「六六八八」的租金優惠。根據工業局 2003
年的統計，第二期廠房的進駐比例已達 87%。以上兩項政府的制度協助屬於硬體的支援，讓廠房能充
分銷售，引進目標產業，並提高園區環境的便利性，屬於正式制度的應用。
「如果」南港軟體園區的發展能夠完全如政府預期，創造出政府、組織與廠商的良好互動環境，
則這樣的結果足以稱為「南軟典範」
，並成為日後工業區開發的範本。但 North (1990) 也強調政策執行
常會產生預期之外的效果，此差距可能源於制度設計的不當，可能是制度執行不力或是外在環境的影
響。此外，在政府政策之後，強調地方特色與文化的制度厚實是否會出現在南港軟體園區？以下則將
以深入訪談與文獻整理的方式做進一步分析。

(二) 制度厚實的形成？—園區內網絡、信任、創新與制度鎖進與否的討論
南港軟體園區的廠商、組織的實際互動情形為何？是否具有制度厚實的氛圍？廠商的交易性依賴
17

或非交易性依賴 18 關係如何？本節將藉由實地訪談對南港軟體園區的制度厚實作進一步的驗證。

網絡關係—交易性依賴的檢視
從網絡的觀點分析，理論上南港軟體園區的軟體與生物技術產業間應存在著正式或非正式的網絡
關係，無論是有投入產出關係的交易性依賴網絡，或是植基於地方氛圍的非交易性依賴網絡。此外，
中研院與相關育成中心也應扮演著孵育器 (incubator) 的角色，提供廠商技術移轉與創新的機會。但從
蔡佩純 (2004) 對園區軟體設計業的研究

19

指出，園區內廠商並不存在互動網絡，有互動關係的廠商

事實上是一家母公司底下的分支單位，園區內其餘軟體設計業皆為獨立運作，並沒有投入產出關聯的
生產網絡與營造創新的合作網絡關係。此外，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的調查則進一步印證了以上的研究發
現：
從 1990 年代發展迄今，屬於群聚演化的萌芽、建制階段，廠商間的互動關係。文化慣習尚未達
到穩固的社會鑲嵌程度。換言之，目前仍屬淺碟型群聚，未來有待社會鑲嵌關係的深化，以鞏固群聚
範型的發展 (財團法人環境規劃與城鄉研究文教基金會，2004)。
創新學習的知識外溢
關於研究機構與育成中心是否具有外溢效果，就訪談結果發現中央研究院並未積極與園區同業廠
商合作，而育成中心衍生公司的成效也不如預期。從以下的訪談記錄可以看出中央研究院與育成中心
目前在園區中扮演的角色。
中央研究院會進到南港軟體園區，完全是經建會的指示。當時中研院打算成立生物技術研究中
心，向經建會爭取預算，經建會建議直接使用南港軟體園區的既有建物，否則不另編預算，中研院只

58

能照辦。進來以後，彷彿是個完全封閉的單位，與其他廠商沒有任何聯繫，甚至有廠商反應，要向中
研院商借儀器作實驗都辦不到…，更別說研究成果的移轉或衍生公司的投資 (G01)。
信任互動—非交易性依賴關係
學術文章的論述如此，實地訪談的結果亦然。南港軟體園區的網絡關係，其實並不如本文推論的
密集，反而是極端單純的型態，而除了實質的生產網絡外，一般員工的人際網絡也未有熱絡的互動，
網絡的冷清，可能與當地其他生活設施的配套不足有關，從底下這段訪談中有部分的反應。
說實在的，園區附近的生活機能還是不足，光是吃的問題就很傷腦筋，另外，園區工作者對在地
的認同度也有限，平常日還好，假日空空蕩蕩的程度，會讓路過的民眾以為這裡是廢棄的大樓，你問
題裡的人際網絡、非正式互動關係，在園區裡並不常見的，至少我沒有參與過…。資策會的工作，如
果照你所言應該跟園區同業有密集互動的話，那我們部門可能全部都屬於工作不力的一群。實際上園
區的廠商在同一棟大樓裡就是各作各的，什麼技術指導，非交易性依賴，在我們這棟大樓還不曾出現
就是… (E01)。
由此可知，南港軟體園區廠商間的網絡關係並不密切，儘管在相同產業聚集在同棟大樓，並有管
理委員會這個難得的交流平臺，但廠商的交易式與非交易式依賴關係卻十分有限，顯示園區內的廠商
目前只是屬於 Gordon and McCann (2000) 所稱的單純聚集，並未發展出強調生產關聯或社會資本的網
絡關係，而這也是南港軟體園區產業群聚要持續型塑的重要課題。
儘管由廠商所組成的「廠商管理委員會」是南港軟體園區的特色，但實際上是廠商依循政府制度
設計的路徑所成立，而非廠商自發性的組織，只有當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才開始有自主管理的機制產
生，而管理委員會的功能與運作，從與工業局承辦人的訪談中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管理委員會」並沒有實際管理的公權力，目前最主要的機能與一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類似，
廠商繳交管理費成立基金孳息，負責大樓公共設施修繕與維護的費用，目前的作法是外包給民間專業
大樓管理公司 (倢正) 負責，管理委員會就負責監督。而管理委員會與園區服務中心並不是平行單位，
大樓以外的公共設施還是由服務中心負責。總之，所謂的管理委員會，就是專門管理大樓管理公司的
單位而已，其餘功能，大概就是辦辦節慶聯誼活動，對於實質生產幫助有限 (G01)。
制度鎖進與否—正式制度的回應
從制度鎖進與否來看南港軟體園區的政府制度回應，可以進一步了解正式制度的執行情形。園區
第一期亮眼的銷售成績確實讓經濟部工業局的工業區開發業務有了新的思考方向，並試圖打造所謂的
「南軟典範」
，成為日後工業區開發的標準模式。在工業局的認知裡，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是極為成功
的，而成功的定義，就是百分之百的銷售率，至於廠商間的生產網絡、公共設施管理與生產技術的創
新，都不屬於工業區開發的範疇。從傳統工業區開發政策來看，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然而在經濟全
球化的競爭年代，理想的產業用地政策絕不僅止於用地銷售，還包括了產業群聚、生產網絡與創新。
必須跳脫銷售完畢等於開發成功的制度思維，以免產生抗拒新制度形成的制度惰性而形成鎖進的困局。
然而，南港軟體園區並未跳脫傳統工業區開發的困境，新的調適效率
出現。從工業局並未妥適處理園區第二期廠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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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的制度變遷方向仍未

方式，以及園區同樣適用「六六八八」方案的後

續配套措施，反而繼續推動園區第三、四期的工程規劃的作法可以得到證明。這也呼應 Evans (199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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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政府與制度介入的形式會影響經濟發展，過去執行良好的制度還是必須隨著環境改變作修正，理
想的政策應該是能與社會相連結，這顯示「政策鑲嵌」(policy embededness) 的概念在南港軟體園區中
並未被發現。

(三) 制度厚實？—南港軟體園區開發經驗的反省
從本研究可以歸納出南港軟體園區產業群聚形成原因有三，包括外部經濟利益、廠商交易成本的
節省與歷史，政府則串聯三項因素，創造產業群聚的基本條件。南港軟體園區的地點選擇、基礎設施
建造，是廠商外部經濟形成的主因；進駐產業的限制、開放生產性服務業進駐則有助於降低廠商交易
成本；而從 1989 年起確定，歷經土地取得、土地出售方式等爭議，十餘年來仍能維持軟體專業園區的
既定政策，則是歷史演化的實例，政府在園區規劃開發時期，確實有不可忽略的功能，也正好呼應
MacKinnon et al. (2002) 所指出過去區域發展研究忽略政府角色的不足。總的來說，南港軟體園區屬於
規劃型的群聚，與英國 Cambridge 地區、Scotland 賽車城的自發型群聚不同，政府的角色也必須被強
調，政府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與執行三方面都著力甚多。但園區開發完成，政府資源撤出後，廠
商間的互動卻不如預期，與著重自發性與地方環境特色的制度厚實有很大的落差，這也顯示南港軟體
園區的發展並非在政府創造出產業群聚條件後，由進駐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形成制度厚實的生產環
境，創造出園區的創新學習氛圍；而是政府在園區銷售完畢後撤出，任由廠商自行發展，結果自然不
如預期。以下將從政府角色對南港園區的制度厚實發展做必要的反省。
政府角色的反省
先從政府在制度厚實過程的定位問題談起，Evans (1995) 認為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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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該是守衛者 (custodian)、助產士 (midwife)、家政者 (husbandry role) 以及造物者 (demiurge)，提供不
同的制度管道讓政府與外部民眾、團體有協商對話的機會，讓政策能鑲嵌在社會環境中，也就是所謂
「鑲嵌的自治」(embedded autonomy)，當政策與制度越鑲嵌入社會環境，融合度越高，經濟發展的成
就越大。在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歷程中，早期政府選定軟體產業為主要培育產業，進行南港軟體園區
規劃的作法，是屬於守衛者的角色；其次當園區開發完成且廠商進駐後，政府放寬土地使用管制、給
予土地取得優惠的作法，則是助產士的具體表現，這裡也肯定了政府在園區開發初期所發揮的功能。
但在園區產業群聚逐漸萌芽後，政府卻未能繼續以政策引導園區廠商創造網絡關係，某些政策甚
至與廠商的互動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前述訪談對中研院的抱怨。事實上，中研院的進駐對園區廠商的
群聚是個好的開始，但中研院的作法，不僅讓園區設立研究機構的構想失去意義，更阻斷了極有可能
形成的產研網絡，使得生技廠商與研究機構只是區位上接近 (co-location)，對彼此沒有任何實質的助
益。產官學研的互動是一直被認為促進創新與學術進步的關鍵 (Inzelt, 2004)，其型塑的制度空間，則
是支撐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中研院目前的作法，需要被檢討與修正。此外，主觀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積極開發園區第三、四期工程，忽略一、二期面臨問題的作法，也突顯出政府對南港軟體園區的態度—
園區銷售完畢等於開發成功，開發時為了吸引廠商，可以用政策強制力讓相關機構遷入，但進駐後的
活動，則不屬政府管理範疇。
本文認為，南港軟體園區有制度厚實的條件，但目前尚未被激發出來。在政府政策的支援下，南
港軟體園區欠缺的是廠商的互動網絡，無論是交易性或非交易性依賴，在園區內都尚未出現，而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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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政府很大的發揮空間。Aoyama (1999) 認為政府政策是影響廠商網絡形成的重要因素，Boschma and
Lambooy (2002) 也指出除了廠商生產關係，制度也會影響網絡的形成，以上的論點突顯出網絡建構事
實上還是需要政府的協助，這也是政府在南港軟體園區所缺乏的。
在互動網絡的創造方面，誘因是最好的政策工具。從正式制度來看，就算植基於地方條件氛圍的
非交易性依賴性網絡建構較為不易產生，但政府在招商時也應該考量建構廠商交易性依賴網絡的誘
因，引導廠商建立園區內的生產網絡，形成交易性依賴後，才有機會進一步建立非交易性依賴。此外，
政府對園區服務中心功能的看法也值得檢討。園區服務中心主任便在訪談中表示：
工業局設計的園區服務中心公辦民營機制，對政府來說是穩賺不賠的，在契約書中明文規定每年
服務中心必須繳交一定數量權利金，剩餘的部分才是民營的收益。如此也讓服務中心的營運重心擺在
「營利」上，服務反而成為次要的。像是在園區大廳的餐飲業外包、園區外借拍廣告、辦理園區導覽
與外賓導覽等活動，才是服務中心最主要的例行工作，至於對廠商的服務機能，頂多只有訊息的公告
轉達。另外你問到園區廠商間的互動，大部分是彼此各做各的，交流有限，值得一提的是上回有一家
生技公司有新產品要上市，問我們服務中心能提供甚麼支援？結果我們就在入口大廳讓他們租了個攤
位，增加產品的能見度，這樣算不算是園區廠商的互動？這也是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 (S01)。
由以上的訪談結果可知，公辦民營的服務中心的制度設計結果，已經失去服務廠商的本意，這樣
的結果固然與園區廠辦大樓的特性有關，但也顯示政府仍認為制度具有「自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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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而未

有相關配套措施，讓園區服務中心轉為為營利導向。就廠商而言，南港軟體園區目前的產業群聚屬於
會耗盡共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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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公共財，廠商必須藉著各種機制來維繫園區的生產氛圍，才能使園區具有公共

財的特性，綿密的互動關係，需要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與執行共同創造。在這方面，園區特有的廠
商管理委員會是良好的基礎，也是難得的機會，政府該在管委會的運作上給予必要的支援，利用這個
平臺來增進廠商的互動，讓非交易性依賴能逐漸出現在園區中。
儘管制度的介入對產業發展未必有絕對正面的作用，但跳脫不出傳統「開發銷售完畢便等於開發
成功」窠臼的思維將是南港軟體園區未來必然面臨的挑戰，這也是難以改變的制度惰性，從工業局積
極推動園區三、四期工程開發的舉動即可印證。南港軟體園區具有制度厚實的潛力與條件，但行動者
間欠缺互動，無法創造各種信賴關係則是各行其是的原因。在可編碼知識 (codified knowledge) 普及且
隨處可得的全球化生產環境，藉由合作網絡來分享沈默知識才是創新的關鍵 (Cooke and Morgan,
1998)，這是南港軟體園區所欠缺，也正是政府不該置身事外的理由。
圖 2 表示本文政府與南港軟體園區制度厚實兩者關係的的預期與實際，最上層的流程如研究動機
所提，政府政策協助園區建構產業群聚的基本條件，園區開發銷售完畢後，政府藉由制度安排來引導
廠商間的互動交流，建構廠商網絡，形成園區的制度厚實。第二層次流程則是南港軟體園區的實際發
展情形，政府在園區銷售完畢後不再給予政策支援，任由園區廠商自行發展，結果就如本文訪談所得，
廠商間欠缺互動，各種依賴關係也極為罕見。第三層次的流程顯示政府仍舊侷限在銷售完畢等於開發
成功的思維，忽略了後續對廠商網絡的引導，轉而想要依循園區一、二期模式繼續開發第三期，而這
也是下一段要討論的「複製」與否的問題。
最後，回到政府一直津津樂道的南港軟體園區良好的銷售成績，是否可以成為未來工業區更新發
展的一般化模式？本文認為，儘管政府可以在其他地區投注相同的資源與制度引導，但不同的產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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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不同的產業用地需要不同的資源與制度，而且動態的產業發展結構會引導出各式不同的產業群聚
需求，如同 Belussi (1999) 所言，廠商特性與結構、地方的氛圍都會影響產業群聚；Martin and Sunley
(2003) 也指出產業群聚並不是政策的萬靈丹；Maskell (2001) 則認為隨著區位、主領廠商地位 (domain
entrepreneur position) 與廠商型態的不同將會形成不同類型的群聚；Sadler (2004) 則強調群聚政策必須
考量個別的不同因素，並且注意群聚的動態演化過程。是以，政府對南港軟體園區提供的各項政策，
可以作為未來產業用地發展的參考，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經驗可以廣泛應用，形成另一種的工業區政
策方向，然而在將南港軟體園區模式套用在其他編定工業區時，還必須考慮到工業區的個別差異來因
地制宜，而這也是相關區域研究文獻所強調的。

圖
圖 22 南港軟體園區之制度厚實預期與實際演進流程圖
南港軟體園區之制度厚實預期與實際演進流程圖

結

論

本文觀察政府政策對南港軟體園區開發歷程與制度厚實的關係，以回應過去對於制度厚實論述忽
略政府角色的批判。發現南港軟體園區產業群聚的形成是外部經濟、交易成本與歷史演化三者交織的
結果，而政府則串聯起三種因素，適時地營造出園區群聚條件，但政府後續卻並未繼續給予園區廠商
任何支援，讓廠商自行互動的結果，使得園區制度厚實無法呈現。一個地區的政府與制度厚實兩者間
是彼此影響的，在產業群聚發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來引導、創造群聚的環境；而群聚條件建立之後，
則政府、廠商與組織的互動來營造制度厚實環境，兩者間屬於互依的關係。與國外強調自然形成的制
度厚實案例相比，政府角色在南港軟體園區的制度厚實過程中不能被排除，但可惜的是政府只做了一
半。
任何成功的群聚案例都有特定的脈絡與影響因素，除了選定適當的產業，還必須有政策與制度的
支援，某些時候還必須有歷史上的巧合。Raco (1999) 點出市場與政府都是發展產業區域的力量，卻也
都有各自的問題，在南港軟體園區的案例中，則提醒政府應秉持尊重市場的態度，就如同 1989 年時接
受軟體公會意見而朝智慧型工業園區規劃的模式，讓市場的呼聲 (voice) 能被重視，也使政府獲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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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訊息，以利政策的決定，這也是 Amin and Thrift (1995b) 所稱，在市場與治理階級之外的第三條路。
最後回到政府政策觀點，南港軟體園區百分之百銷售數字背後，依舊存在著如何維持產業群聚，營造
網絡關係與服務中心定位不明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會牽動南港軟體園區的未來發展。政府
絕不應沾沾自喜於眼前的銷售佳績，想在臺灣到處「複製」南港經驗，反而應該在園區既有的基礎上，
提供廠商合作互動的誘因，獎勵園區廠商合作以引導出園區的各種依賴關係，當園區因而衍生出綿密
的關係網絡與學習時，南港軟體園區才稱得上有了制度厚實，才足以被稱為「南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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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解

1. 聚集係單純的產業位於相同地區，不考慮產業的互動；而群聚則強調產業互動與上下游關係。
2. 這裡的「軟制度」意思與 North (1990) 所稱的「非正式制度」概念相同，但更著墨於非實質的共
識。
3. 園區所在地的都市計畫是「南港經貿園區」
，規劃為國家資訊及貿易中心，並容納中央與北市重大
經貿設施興建計畫，預計引入第二世貿中心、軟體工業園區、商業娛樂區、商務金融中心、國際
觀光旅館與會議中心、住宅社區及商務文化中心。
4. 例如 2003 年 10 月 13 日，經部工業局便發表新聞稿指出南港軟體園區進駐率達到九成，將舉辦擴
大慶祝酒會，並邀請陳總統出席，見證南港軟體園區的開發經驗。
5. 本文所訪談工業局南港軟體園區承辦人也表示，局內長官十分重視南港軟體園區的銷售成績，並
指示承辦人員分析複製南港軟體園區開發模式的可行性。
6. 前經濟部工業局長施顏祥曾於 2001 年 8 月舉行記者會，促請行政院及經發會委員重視並緊急解決
工業區土地開發所造成的嚴重虧損問題，指出工業局工業區開發基金目前已累積了 750 億元的工
業區開發成本，這些資金每天增加 1,500 萬元，每年約 50 億元的利息負擔，使工業局負債快速累
增，在沈重利息壓力下，工業局將成為第一個「倒閉」的政府機關，詳見 2001 年 8 月 24 日各大
報。
7. Markusen 認為經濟地理的分析參雜了過多的概念性論述，這樣的說法似乎可以解釋某些地區的某
些現象，但卻難以一體適用，因而有此「模糊」概念。Henry and Pinch 則進一步引伸，認為讓這
些概念繼續模糊會比「為解釋而解釋」的研究來得好，與其看法相同的學術論述可參閱 Martin
(2001)、Martin and Sunley (2003) 等。
8. 始於「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製造中心」的構想，當時預計在十年內在全臺各地成立 20 到 30
處智慧型工業區，由政府明訂設置條件及標準，鼓勵民間投資或由政府與民間合組公司共同開發
投資，南港軟體園區便是第一個正式啟用的智慧型工業區。
9. 諸如土地取得引起工業局與臺灣肥料公司的爭議，負責開發的世正公司寧願承受利息損失也不願
開發等，詳見周素卿 (1997)。

10. 工業主管機關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區，除社區用地外，其土地、標準廠房或各種建築
物出售時，應由承購人分別按土地承購價額或標準廠房、各種建築物承購價額 3% 或 1% 繳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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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此一基金係專對承購工業區土地、廠房及其他建築物興辦工業人課徵，用於
挹注工業區開發及管理之所需。

11. 在「只租不售」的原則下，1994 年經濟部鑑於臺肥公司即將開放民營，為鼓勵軟體業者投資，遂
將園區土地售予廠商，但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維持只租不售。
12. 經濟部工業局為解決編定工業區滯銷，提出進駐編定工業區可享有前兩年免租金，第三、四年租
金六折，第五、六年租金八折的優惠，以減輕廠商土地租金負擔，提高進駐誘因。

13. 「○○六六八八」方案原意在於廠商進駐初期需要興建廠房而無法營運，故給予兩年免收租金的
優惠。南港軟體園區屬於既成廠房，廠商進駐後可立即生產，故僅適用前兩年租金六折，後兩年
租金八折的四年優惠。
14.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成果與人才的移轉經驗，奠定了新竹科學園區發展的基
礎，而此模式目前還持續進行著。
15. 在經濟人為自利 (self-interested) 的假設前提下，白搭便車的行為是無可避免且理所當然。但 North
提出像是匿名捐血等不符合白搭便車的情形，並認為消除白搭便車行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重
點，並以意識型態 (ideology) 來解釋此種行為。詳細的討論請參閱 North (1981)。
16. 此處的外部性係指純粹因為共用公共設施所造成的生產干擾，而非知識外溢或沈默知識易於傳遞
的非實質外部性。本文認為廠辦大樓的外部性影響會大於傳統的平面式工業區。平面式工業區有
鄰棟間距，且有各自的生產系統，而廠辦大樓的辦公室型態，對公共設施的需求極大。舉例來說，
廠辦大樓一部電梯故障可能會影響整棟大樓的生產，一間辦公室發生小意外必須整棟大樓疏散，
這樣的情形並不會發生在平面式工業區。
17. 從生產鍊的觀點，因為實質投入產出關聯所衍生的廠商群聚，稱為交易性依賴。
18. 相對於交易性依賴，非交易性依賴強調的是基於由於面對面接觸、社會文化的互動過程以及知識
與創新的強化過程，社會文化所衍生的廠商群聚。
19. 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論文。本段論述係由該論文之問卷結果整理所得，文中所稱的母公司為「智
冠」軟體公司，其分公司就位於母公司隔壁，等於是同一公司掛兩個招牌。
20. North (1990) 認為，調適效率在制度變遷中居於關鍵地位，由於誘因與邊做邊學的過程，以及沈默
知識的發展，能使制度逐漸朝著與以往不同的方向變遷。
21. 由於第二期之後的廠房係以出租方式運作，在各廠商沒有區分所有權的情況下，無法成立管理委
員會，工業局仍在研擬管理方式。
22. 守衛者政府出現在產業發展早期階段，擔負保護、管制與政策引導幼稚產業的工作；助產士政府
則採取補助與租稅優惠的方式吸引私人資金投入新的部門發展，是產業結構變遷時的政府功能；
家政者政府則是培養且引導企導私人企業發展；造物主政府則是直接投入生產活動。
23. 某些風俗與習慣等非正式制度，無須政府介入即可運作，這是由於觀念的根深蒂固，也被用來解
釋制度具有自我執行的特質。關於自我執行的討論，可參閱 North (1990) 與 Webster and Lai
(2003)。然而若將以上概念套用在正式制度上，則未必能一體適用，由於正式制度的建立常涉及財
產權的重新界定，當權利義務關係發生變化時，則不應認為制度仍具有自我執行的特質。
24. 此處認為 Maskell and Lorenzen (2004) 產業群聚屬於公共財的概念並不適用於南港軟體園區，由於
園區廠商並無互動關係，目前所享有的是園區對外的聲譽 (reputation) 而非知識分享，如各行其是
的情況持續，使南港軟體園區與一般工業區並無差異時，則聲譽會呈現報酬遞減的現象，使邊際
效益逐漸消失，故本文認為南港軟體園區的群聚屬於會消耗殆盡的共用資源，而非公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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