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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0年度統計分析專題報告 

高雄市產業園區發展現況調查與發展課題研析 

ㄧ、前言 

高雄縣市經行政院院會同意通過，已於 99 年年底合併改制完

成。縣市合併所引發的效應，亦牽動中央與地方各自對區域及城市發

展的重新定位與資源配置。 

然而，目前高雄地區面臨產業再發展與定位、空間資源整合、城

市治理面向等三大課題，為能掌握高雄市各產業園區最新發展動向及

產業再發展之需求與策略定位，針對縣市合併改制後的空間資源提出

相應之調整與整合對策，應就產業園區面臨之課題進行調查，以利政

府政策規劃。 

二、產業園區現況分析 

目前高雄市產業園區主要類別，有自由貿易港區、科學園區、加

工出口區、工業區與軟體園區： 

（一）高雄港自由貿易港區 

配合政府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設置高雄港自由貿易港區，

建構現代化港埠經營環境，促進物流業務發展，提昇港埠及國家競

爭力。其營運面積為 397.69 公頃，100 年 9 月 25 日止入區事業共

計 26家，以倉儲物流、轉口貿易為主。 

（二）科學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雄園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岡山區與永安

區交界處，面積約為 570 公頃，高雄園區至 99 年底止累計有效核

准廠商家數 61 家，就業人數為 3,617 人，99 年度年營業額達新台

幣 202億元，未來在園區廠商投資計畫陸續完成後，高雄園區營業

額將可逐年成長。 

（三）加工出口區 

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立於民國 50 年代，是台灣經濟建設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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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之一，以臨近高雄港海運之條件，初期發展勞力密集之產業為

主，如今因經濟環境之變遷，勞力密集產業在高雄加工出口區已不

多見，取而代之為高附加價值之電子零組件如 LCD 與電腦週邊設

備產品，目前高雄市加工出口區，主要由高雄園區與楠梓園區組成。 

1、高雄園區 

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 100 年 8 月底設廠家數為 81 家，100

年 8月單月投資金額為 600億元，園區內前三大產業分別為電子

零組件製造業 31家、金屬製品製造業 11家、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8 家，合計佔園區廠商家數 58.13%；區外廠商

產業結構，以前鎮區整體而言，製造業前三大產業分布為：金屬

製品製造業 111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85 家、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58家（表 1）。 

表 1  高雄加工出口區與前鎮區產業結構 

高雄加工出口區 

廠商家數前三大 
出口區內領導廠商 

前鎮區整體廠商家數 

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1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材料及其元件製造 金屬製品製造業 111 

金屬製品製造業 11 新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85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 
8 

高雄日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終端裝置業 印刷及資料儲存 

媒體複製業 
58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飛信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材料及其元件製造     

    台灣典範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業     

    華森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終端裝置業     

    欣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益大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成衣及服飾品業     

    台灣博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     

    海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     

    捷敏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中國今一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成衣及服飾品業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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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屬於電資通產業群聚，加工

出口區內與區外前鎮區的廠商結構並不相同。前鎮區前二大產業

為金屬製品與機械設備製造業，亦為台灣最重要的兩大產業，且

前鎮區位於高雄市，因此仍存在相當數量的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

複製業，屬都會型業種。顯示領導型廠商存在對於產業聚落維持

的效應，但區內廠商所需的創新升級資源可能無法完全由地方來

支援。 

2、楠梓園區 

加工出口區楠梓園區 100 年 8 月底設廠家數為 96 家， 100

年 8月單月投資金額為 1,380億元，園區內共計 100家廠商，前

三大產業分別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4 家、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 11 家、金屬製品製造業 7 家，合計佔園區廠商家

數 52%；就區外廠商產業結構，以楠梓區整體而言，製造業前三

大產業分布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77家、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7家、

機械設備製造業 26家（如表 2）。 

由此可見，整個楠梓園區屬於電資通產業群聚，以上游半導

體為主，加工出口區內與區外整體前鎮區的廠商結構大致相同。 

表 2  楠梓加工出口區與楠梓區產業結構 

楠梓加工出口區 

廠商家數前三大 
出口區內領導廠商 

楠梓區整體廠商家數 

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4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7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 
11 

台灣智恩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57 

金屬製品製造業 7 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26 

    台灣福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業     

    台灣雙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管業     

    台灣住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日月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業     

    楠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製品業     

    洲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     

    台灣北澤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製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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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 

廠商家數前三大 
出口區內領導廠商 

楠梓區整體廠商家數 

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嘉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     

    高雄富國製衣股份有限公司 成衣及服飾品業     

    界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旺詮股份有限公司 被動電子元件業     

    中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     

    清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格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工業製品業     

    楠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業     

    南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化學材料及化學製品業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四）工業區 

由於過去中央產業政策，高雄為重工業發展重點區域，目前高

雄市共計八個工業區，分別為永安工業區、大社工業區、仁武工業

區、鳳山工業區、林園工業區、大發工業區、岡山本州工業區與臨

海工業區。發展產業以鋼鐵電機業、石油化學業、運輸工具業、精

密機械業及金屬機械業為主。除岡山本州工業使用率為 92%，其餘

使用率皆達 100%。就園區規模方面，以臨海工業區最大，面積為

1,582 公頃，98 年年產值高達 8,508 億新台幣，園區內設有 537 家

廠商，員工人數為 37,004人（如表 3）。 

表 3  高雄市各產業園區資料彙整表 

類別 工業區名稱 主要產業 
面積 

(公頃) 

產值 

(億元) 

廠家數 

(家) 

員工數 

(人) 

科學 

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高雄園區） 
光電業及精密機械業 570 111 43 3,546 

加

工

出

口

區 

高雄

園區 

高雄加工出口區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72 650 86 4,829 

高雄臨廣加工出口區 液晶顯示製造業 17 48 45 648 

成功物流園區 倉儲物流業 8.4 － 3 1785 

楠梓

園區 

楠梓加工出口區 

（含楠梓第二加工區） 
液晶顯示製造業 98 1,418 100 11,418 

工業區 永安工業區 鋼鐵電機業 73 335 65 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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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業區名稱 主要產業 
面積 

(公頃) 

產值 

(億元) 

廠家數 

(家) 

員工數 

(人) 

大社工業區 石油化學業 109 736 12 2,358 

仁武工業區 鋼鐵電機業 21 147 35 1,710 

鳳山工業區 運輸工具業 10 15 52 499 

林園工業區 石油化學業 403 2,247 26 4,435 

大發工業區 鋼鐵電機業 376 1,690 513 15,513 

岡山本洲工業區 低污染、環保科技業 207 682 27 4,000 

臨海工業區 金屬機械業 1,582 8,508 532 37,004 

軟體科技

園區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數位科技業 7.9 － 133 1,000 

資料來源：99年各工業園區及加工出口區網站 

1、永安工業區 

永安工業區共計 66 家廠商，前四大產分別為金屬製品製造

業 22 家、基本金屬工業 6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6 家、化學材料

製造業 6家，合計佔園區廠商家數 60.61%；區外廠商產業結構，

以永安區整體而言，製造業前三大產業分布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37家、塑膠製品製造業 17家、基本金屬工業 9家(表 4)。 

由此可見，整個永安屬於鋼鐵機械產業群聚，區內與區外廠

商結構大致相同。 

表 4  永安工業區與永安區產業結構 

永安工業區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永安區整體廠商家數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金屬製品製造業 22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品 金屬製品製造業 37 

基本金屬工業 6 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金屬製品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17 

機械設備製造業 6 強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 基本金屬工業 9 

化學材料製造業 6 台灣金鋒股份有限公司 機車及其零件業     

    國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合成樹脂及塑膠業     

    台灣關西塗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成樹脂及塑膠業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纖紡織業     

    王冠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鋁基本工業及製品     

    熒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學器材業     

    惠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車及其零件業     

    景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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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工業區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永安區整體廠商家數前三大 

    鶴壽瓦楞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信元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鋁基本工業及其製品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2、大社工業區 

大社工業區開發目的，係促進工業發展，繁榮地方經濟建

設，解決石化業原料仰賴國外進口之不便，藉以降低成本。林園

工業區、中油高雄煉油廠以及大社石化工業區構成南台灣石化重

鎮，原料和成品互相依存。 

大社工業區共計 12 家廠商，前三大產業分別為化學材料製

造業 8家、化學製品製造業 3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1家，合計佔

園區廠商家數 100%；區外廠商產業結構，以大社區整體而言，

製造業前三大產業分布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99 家、機械設備製

造業 43家、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22家(表 5)。 

由此可見，整個大社工業區屬於塑化人纖產業群聚，然而大

社區卻以鋼鐵機電產業為主。 

表 5  大社工業區與大社區產業結構 

大社工業區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大社區整體廠商家數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化學材料製造業 8 高雄塑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學製品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99 

化學製品製造業 3 元際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學製品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43 

機械設備製造業 1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22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3、仁武工業區 

仁武工業區為我國最早之工業區，其開發於 60 年。區內共

計 35家廠商，前三大產業分別是金屬製品製造業 10家、基本金

屬工業 6家、塑膠製品製造業 4家，合計佔園區廠商家數 57.14%；

區外廠商產業結構，以仁武區整體而言，製造業前三大產業分布

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283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168家、塑膠製品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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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 57家(表 6)。 

由此可見，整個仁武工業區屬於鋼鐵機械產業群聚，區內與

區外廠商結構大致相同。 

表 6  仁武工業區與仁武區產業結構 

仁武工業區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仁武區整體廠商家數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金屬製品製造業 10 公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機械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283 

基本金屬工業 6 明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車及其零件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168 

塑膠製品製造業 4 巨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纖紡織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57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4、鳳山工業區 

為配合原汽車修配業設立，由經濟部工業局妥善規劃開發本

工業區，提供完善環境，惟因環境變遷，目前全區已改編為乙種

工業區。鳳山工業區共計 52 家廠商，前二大產業分別為汽車及

其零組件製造業 23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6 家，合計佔園區廠商

家數 55.77%；區外廠商產業結構，以鳳山市整體而言，製造業

前三大產業分布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264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110

家、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73家（表 7）。 

由此可見，整個鳳山工業區屬於鋼鐵機械產業群聚，以運輸

工具為主，惟鳳山市為前高雄縣政府所在地，因此鳳山區存在相

當數量的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對於當地產業群聚維繫的

力量較為薄弱。 

表 7  鳳山工業區與鳳山區產業結構 

鳳山工業區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鳳山區整體廠商家數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汽車及其零組件製造業 23 無   金屬製品製造業 264 

機械設備製造業 6     機械設備製造業 11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73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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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園工業區 

政府為推動十大建設其中之石油化學工業，以奠定基礎工業

宏基，於民國 62 年由經濟部工業局策劃，中興工程顧問社設計

監造，中華工程公司開發，民國 64年底完成。 

林園工業區共計 26 家廠商，區內前二大產業分別是化學材

料製造業 18 家、化學製品製造業 4 家，合計佔園區廠商家數

84.62%；區外廠商產業結構，以林園區整體而言，製造業前三大

產業分布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51家、化學材料製造業 23家、機

械設備製造業 20家(表 8)。 

由此可見，整個林園工業區屬於塑化人纖產業群聚，偏重於

上游塑化業。區外多為支援工業區產業發展所需的支援性產業。 

表 8  林園工業區與林園區產業結構 

林園工業區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林園區整體廠商家數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化學材料製造業 18 南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成橡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51 

化學製品製造業 4 辰榮金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鋁基本工業及其製品 化學材料製造業 23 

    台灣拜耳聚優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品 機械設備製造業 20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6、大發工業區 

大發工業區於民國 64 年 10 月開發，民國 67 年底完工。民

國 72年底規劃 54.7公頃作為混合金屬專業區，以提昇產業多角

化經營。全區土地於 76年底全部出售完畢。 

大發工業區共計 513家廠商，區內前三大產業分別為基本金

屬工業 130家、金屬製品製造業 67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40 家，

合計佔園區廠商家數 46.20%；區外廠商產業結構，以大寮區整

體而言，製造業前三大產業分布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266家、機

械設備製造業 136家、塑膠製品製造業 86家(表 9)。 

由此可見，整個大發工業區屬於鋼鐵機械產業群聚，區內與

區外廠商結構大致相同，民國 72 年底規劃為混合金屬專業區，



 9 

後來為順應時代潮流變更為甲種工業區，以提昇產業多角化經

營，因而產業群聚明顯。 

表 9  大發工業區與大寮區產業結構 

大發工業區廠商 

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大寮區整體廠 

商家數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基本金屬工業 130 台灣鎳業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金屬基本工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266 

金屬製品製造業 67 泰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品、其他金屬基本工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136 

機械設備製造業 40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86 

    台灣汽巴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品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風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銅基本工業及其製品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業     

    太清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 育樂用品業     

    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業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學製品業     

    優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泰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金屬基本工業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鋁基本工業及其製品     

    濱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週邊設備業     

    格得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線通信器材業     

    頂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專用生產機業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業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器材及設備業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專用生產機業     

    同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業     

    永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7、岡山本州工業區 

於前高雄縣政府時期與台開公司為繁榮地方經濟，加速產業

升級，創造地方就業機會，根據經建會「振興經濟方案」促進民

間投資行動計畫，選定台糖釋出之高雄縣岡山本洲農場開發為工

業區。經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奉經濟部民國 85年 3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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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核定公告編定為岡山工業區。並於 86年 9月 17日更名為岡山

本洲工業區。開發工程於民國 86年開工，89年完工，88年 5月

公告出售。計分為一般產業區、物流園區、相關產業區，另設有

環保科技園區。目前土地銷售率達 92%，進駐廠商達 186家。 

園區內之環保科技園區，首創以綠建築規範建設環保科技研

發大樓，設有最新環保研發設備展示區，供民眾、教育單位與學

生作為環保教育展示所，亦有研發單位提供專業技術專家學者、

技術指導予各公司作研究諮詢，另有量產實驗產房，可供試量產。 

8、臨海工業區 

臨海工業區之設立，緣於民國 49 年，當時政府為加速工業

發展，鼓勵華僑及外商投資，而頒定「獎勵投資條例」，由政府

編定本工業區用地；復為配合高雄港擴建及國家十大建設之大煉

鋼廠、造船廠建設需要，提供優良投資環境，以加速重大基本工

業發展，促進國家整體經濟之蓬勃，又陸續開發本工業區，是目

前國內已開發規模最大之工業區之一，為一綜合性工業區。 

臨海工業區共計 532家廠商，區內前三大產業分別為金屬製

品製造業 118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71家、基本金屬工業 59家，

合計佔園區廠商家數 46.62%；區外廠商產業結構，以小港區整

體而言，製造業前三大產業分布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90 家、機

械設備製造業 66家、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53家(表 10)。 

臨海工業區屬於鋼鐵機械產業群聚，不僅區內與區外廠商結

構大致相同，由於金屬基本工業提供運輸工具製造業原料，具生

產交易關係，且運輸不易，因此亦吸引造船、遊艇等產業聚集。 

表 10  臨海工業區與高雄市小港區產業結構 

臨海工業區 

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小港區整體廠商家數 

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金屬製品製造業 118 華森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終端裝置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90 

機械設備製造業 71 奇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組件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66 

基本金屬工業 59 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專用生產機業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53 

    世家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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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海工業區 

廠商家數前三大 
工業區內領導廠商 

小港區整體廠商家數 

前三大 

產業別 家數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產業別 家數 

    遠龍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世全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漢泰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永記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塗料、染料、顏料製造業     

    龍慶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志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盛餘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新格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鋁基本工業     

    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製品業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育樂用品業     

    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鋁基本工業     

    鼎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橡膠製品業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電路板業     

    嘉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船舶及其零件     

    乾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品     

    合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污染防治設備業     

    旭和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製品業     

    威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機業     

    福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強生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船舶及其零件業     

    中日電熱股份有限公司 家用電器業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用地開發統計分析」、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

中華徵信所「TOP 5000 廠商名錄」 

（五）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以數位內容產業、企業營運總部、研發中

心、資訊軟體產業、資訊服務業、電子電信研發業、支援服務業等

產業為發展重點。 

園區面積為 7.9公頃，目前南區由國城建設公司投資興建 ABC

綜合大樓租售；北區範圍已積極規劃開發，規劃公開徵求開發商；

另由慶富造船集團投資自行興建地上 10 層、地下 2 層之企業營運

總部辦公大樓，總樓地板面積 25,179 平方公尺（7,616.65 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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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0年度上半年，高雄軟體科技園區營業額為 223萬元，園區內

設有 133家廠商，員工人數為 1,000人。 

三、產業園區發展困境與解決對策研擬 

由各園區的產業現況與結構盤點，可發現高雄市目前部份產業園

區面臨衰退的趨勢，而部分園區設廠家數與面積仍然成長，因此進一

步分析這些產業園區不同發展的原因。 

（一）各園區發展困境 

1、土地租金進駐優惠 

高雄市目前編定完成之工業區，大多為老舊工業區，編定時

間約在 60至 70年代，土地採出售的方式，因此無法適用近期的

006688 優惠方案，故在面臨市府積極規劃其他新興產業園區，

給予更多進駐優惠的同時，老舊工業區相形之下較不具競爭力。 

2、南部產業新動能 

由於南科的設立帶動了南部區域科技產業與新興產業的發

展，而老舊工業區的產業類型多屬於傳統產業，非南部近幾年主

力成長的產業類型，這些傳統產業原本就面臨產業外移與轉型升

級的壓力，使老舊工業區也產生營運的瓶頸。 

3、旗艦廠商穩定產業群聚發展 

由前面分析得知，仍有營運狀況持續成長的傳統產業園區，

主要乃由於當地產業群聚現象顯著，並有龍頭廠商維持群聚的穩

定度，如林園工業區的石化產業，龍頭企業為中石化，臨海工業

區的基本金屬產業，群聚之首為中鋼公司。而其他科技產業與新

興產業群聚，則原就屬於旗艦廠商帶動廠商聚集，因此發展態勢

亦較為穩健，如楠梓加工出口出的半導體產業，旗艦廠商如日月

光等。 

4、人力資源 

根據台經院（2009）的實地訪談調查中，人力資源的議題一

直是目前各工業區最困擾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工業區的既定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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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科技產業園區的排擠效應，使工業區以及傳統產業人才招

募不易。 

（1）高科技效應排擠學校修習傳產技術人數：如電機研究所中，

目前以微機電較熱門、較易發表論文，也有助 SCI，但傳統

機械的電力組卻乏人問津，以致目前馬達方面關鍵技術皆掌

握在德國、日本。 

（2）工業區以及傳統產業形象：因社會集體對傳統產業與工業區

的成見，加上高科技產業之前的高分紅配股，青年學子多選

擇科學園區，而不願前往工業區就業。 

（3）交通因素導致人才招募不易：工業區多半位處偏遠地區，多

須自備交通工具。因此工業區大多只能吸納當地就業人口，

基礎人力完全依賴當地供應。 

（4）外勞配額：面臨金融海嘯後國內失業問題高漲，政府因而調

整外勞配額，但工業區許多為 3K（辛苦、骯髒、危險）產

業或是生產線採輪班制，本國勞工配合意願不高，因此反造

成人力的缺口。 

（二）改善對策研擬 

針對老舊工業區面對新產業以及新興園區的衝擊，本研究根據

上述發展困境進行更新轉型的方向的建議。 

1、與地方政府資源充分結合 

各縣市政府均積極投入規劃成立新產業園區，並投注較多的

行政輔導資源與擴大招商力度，因此屬於經濟部轄屬的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在進行更新轉型時，須先與地方政府取得共識與支

持，並與其資源結合，進行區隔定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導入行銷推廣資源 

許多工業區主要產業為民生內銷型產業，除了自身的產品創

新升級外，其所需的輔導資源為行銷推廣端的協助，這部分並非

產業園區主管單位如經濟部工業局、加工出口區總管理處、國科

會的業務與權責，因此應積極主動與相關輔導業務主管單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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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且可結合地方觀光推廣資源。 

3、園區公共設施的強化 

（1）交通接駁 

許多工業區位處偏遠，員工通勤多須自備交通工具，若

能改善交通接駁問題，對於吸引人才投入園區就業有一定的

助益。 

（2）設置會議展覽場所 

目前新設立的工業區均會保留設置會議展覽的場地，但

老舊工業區多缺乏會議展覽場所，對於廠區舉辦學研成果發

表會、廠商員工訓練均需往外尋求資源，若能就近提供會議

展覽場所，對於廠商間合作交流或是引入學研舉辦成果展示

發表會，都能更加吸引廠商的參與，促進工業區的創新交

流，亦可舉辦聯合職業訓練或研習課程。 

4、聯合職業訓練 

許多工業區有明確的特色產業群聚，臨海工業區的金屬工

業、林園工業區的石化群聚…等，這些因為產業性質相近，工業

區可舉辦聯合職業訓練或研習課程，以避免廠商重複投資，更可

提升整體工業區進修升級的氛圍。 

5、以創新延續產業群聚競爭力 

「群聚效益」為一國科技發展最有效率的模式，產業聚落發

展是促成我國高科技產業競爭力受到國際肯定的原因，但與各國

差距逐漸縮小，99 年度已退居第六，顯示我國加速轉型為創新

研發的知識聚落之重要性。 

（1）可由人力培訓媒合著手 

工業區對於基礎人力資源其實是相對缺乏的，尤其是中

小企業、傳統產業，因此產學合作的媒合可先由人力資源培

訓的促成開始。先導入學校或研究機構資源，協助廠商進行

員工訓練，進而促進彼此需求與能量的了解，以待進一步研

發創新的合作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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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介學研機構進入工業區舉辦成果發表會 

工業區提供場所邀請區域內學研機構或是特色產業相

關學術單位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會，以提升工業區廠商參與的

意願，促進學研機構了解廠商實際需求，增進產學媒合的機

會，也提升工業區創新升級轉型的氛圍。 

（3）藉產業鏈推動示範效果 

尋找工業區產業供應鏈的核心角色或是旗艦廠商，由該

廠商創新示範效果，帶動整個產業鏈或是推廣成功案例，型

塑工業區產業創新氛圍。 

（4）借助產業公協會與產業法人研究機構力量 

由於產業公協會掌握較多產業訊息，並且較容易取得廠

商信任，藉由產業公協會引入外部創新資源，或是提供廠商

創新資訊，引導廠商創新升級的主動意願，並透過公協會的

管道，尋找合作創新伙伴。 

（5）盤點周遭能量，加強區域策略聯盟 

盤點工業區週遭創新能量，促進區域大專院校或技職體

系與工業區廠商策略聯盟，推動區域學校或法人研究單位認

養輔導工業區，使之緊密合作，協助產業聚落技術升級。 

6、強化傳統產業園區形象行銷 

地方政府及園區管理單位可針對工業區以及傳統產業進行

行銷推廣，如增加工業區或傳統產業正面事件的媒體曝光、宣傳

工業區更新活化成果…等，使大眾改變對工業區以及傳統產業落

後、低成就的成見，以促進工業區的就業意願，以及工業區廠商

升級轉型的信心。 

7、示範性產業推動實驗據點 

目前國內積極推動綠色產業，高雄市與台南市也已設置環保

科技園區，而傳統工業區亦可仿效環保科技園區，做為示範性產

業推動的實驗據點，如建置工業區交通接駁時，可同時建置公車

資訊系統，提供接駁車目前行駛進度與預計到達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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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Taiwan 的相關示範性產業也可在工業區試行，其他諸如光纖

網路的佈建…等等，不僅可推動示範性產業的發展，對於改善工

業區整體意象亦有相當助益。 

8、活用工業區土地資源 

部分工業區的發展面臨土地供給飽和的問題，由於老舊工業

區的土地多半已出售為廠商私有，因而該工業區仍可能存在閒置

土地，舊有廠商遷出後，可能因債權債務的問題無法即時處理，

或是廠商想抬高價格出售。政府應思考如何取得再次之使用權，

或協助需地急迫之廠商向原廠商洽購、承租，以活化工業區之閒

置土地利用。 

四、產業園區改善行動方案 

由於產業園區的改善，必須配合地區產業發展的需求、國內外經

濟情勢之演變、以及國家長期經濟政策目標與法令配套，方能兼顧

短、中、長期的發展需求與願景。 

(一) 短期行動方案 

1、老舊產業園區交通設施之強化 

（1）說明：根據前面各產業園區調查結果發現，南部區域部分園

區位置偏遠，通勤不易，是造成這些園區內廠商吸引人才困

難的主要因素。若能改善交通接駁問題，對於吸引人才投入

園區就業有一定之助益。 

（2）建議：建置工業區「低碳智慧接駁網」，提供日前已於高雄

市區上路之「氫油節能公車」做為載具，再利用 UI-Taiwan

的相關示範性系統，建置電子資訊系統，提供等車民眾公車

目前行駛進度與預計到達時間等資訊。一方面改善偏遠工業

區之通勤問題，二方面也可以利用工業區與市區連結之既有

道路網，推動相關示範性產業之發展，對於改善工業區整體

意象亦有相當助益。 

2、增加南部區域大型企業結合具有產業或區域發展關聯性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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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舉辦聯合職業訓練之誘因 

（1）說明：無論是研發活動密集的科技產業，或資本密集的傳統

重化工業，南部區域產業都面臨高級技術人才尋找不易的問

題。如何強化高級研發人力的供給，成為提升南部產業園區

支援廠商創新能力的關鍵因素。然而，提升南部地區產業人

力素質，根本之計仍是透過南部地區產業的整體競爭力逐漸

提升，讓南部地區的企業在吸引高級人才的誘因方面，如工

作報酬、升遷機會、以及職業抱負的實現與滿足等，能夠追

上北部、中部產業的落差。 

（2）建議：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已經於 99 年初開辦「協助事業單

位人力資源提升計畫」，該計畫的宗旨就是協助民間之事業

機構、非營利法人或團體（簡稱事業單位）辦理在職員工進

修訓練；或鼓勵其結合具產業或區域發展關聯性之事業單位

辦理聯合訓練活動，以持續提升人力素質，提升產業整體競

爭力。 

3、傳統產業園區形象之塑造及推廣行銷 

（1）說明：成立時間久遠的產業園區，如臨海、林園、楠梓加工

出口區中，產業形象不如新興高科技產業者。因此產業形象

普遍難以吸引人才。如何改變求職者對傳統產業暨園區的既

定印象，也是改善高雄市產業園區吸引人才困難的解決對

策。 

（2）建議：責成各縣市政府建設局/處、經濟發展局等，結合工

業局南部工業區管理處行政資源，設計相關辦法並舉辦下列

活動，以達到傳統產業園區形象塑造及推廣行銷之目的。例

如：1.增加園區正面事件地方媒體曝光率，2.補助園區內經

營績優廠商於人力銀行網站之廣告宣傳費用，3.選擇園區內

產品或生產過程具有地方特色，且製程具安全性，可開放一

般民眾參觀之傳產業者，輔導轉型為觀光工廠，4.加強宣傳

工業區設施更新美化成果，5. 針對石化工業園區，定期舉



 18 

辦廠商工安說明會與睦鄰聯歡晚會，修補與地方居民長期緊

張關係。 

4、於「一般綜合型工業區」內導入「MIT微笑標章輔導機制」 

（1）說明：高雄市多工業區屬於一般綜合型工業區，其特徵為設

立年代久遠、基礎設施老舊、主導產業不明確、產品多提供

民生內銷。然而，此類工業區對穩定地方就業、提供國內市

場具品質保障之國產工業產品、提供國內上游鋼鐵石化工業

穩定的原料需求、以及扮演南部產業聚落之周邊衛星工廠方

面，實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如何使這類「一般

綜合型工業區」永續發展，除了上述公共設施的強化、聯合

職訓、及改善園區形象的短期行動方案之外。配合目前經濟

部工業局「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之下，所推

廣之「台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計畫，建議導入輔導一

般綜合型工業區內廠商之產品加入此一標章之商品驗證與

推廣機制。 

（2）建議：於經濟部工業局所轄之綜合型工業區，以各工業區服

務中心做為與園區廠商接觸第一線窗口，並透過「經濟部工

業局南部服務處」做為總窗口，並建議委由「經濟部產業輔

導中心」執行輔導廠商產品通過 MIT 標章驗證，以及後續

行銷推廣之工作。 

（二）中期行動方案 

1、設立「南部區域產業園區活化與升級整合行動辦公室」 

（1）說明：目前高雄市政府皆積極於規劃新產業園區，並投注行

政資源與增加招商力度。但原屬中央部會（如經濟部工業局

與加工出口區所轄之相對老舊工業區），卻普遍乏更新與轉

型之資源與具體方案。導致老舊工業區內廠商逐漸流失，且

缺乏新產業進駐誘因。因此，一方面老舊工業區閒置土地無

法使用，區內產業長期缺乏競爭力。另一方面卻不斷出現大

面積新設工業區，佔用政府資源從事開發，但進駐率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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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卻偏低的矛盾現象。 

（2）建議：設一「推動南部區域產業園區活化與升級整合行動辦

公室」。針對南高屏之中央政府所轄園區、地方政府主導開

發園區、以及民間自行形成之產業聚落之各項交通、法規、

環保、中央及地方重大建設規劃等問題，及園區內產業持續

升級與建立創新群聚之各項長期需求。定期召開會議協商以

上所及重大議題，使中央與南部各縣市政府，於產業園區投

注之行政資源與政策方針不致出現矛盾扞格之處。長期而

言，此一行動辦公室的任務尚可包括具體推動本研究所提出

之南部區域產業創新走廊，使其逐步實現。 

2、結合服務業、開放經濟部所轄「一般綜合型工業區」用地立體多

目標使用 

（1）說明：工業經濟時代的大規模、標準化之生產工廠，進而發

展到提供基礎設施之工業區開發模式。最後進入服務經濟時

代後，工業區的機能開始朝向複合化、專業化與多樣化演

進。並且產業結構之軟體化、近市場化也導致由大片土地所

一次規劃之大型工業區漸無存在必要。而結合商業與文化機

能，並與都市功能高度互補的園區型態，漸漸成為國內外新

型態產業園區的主流。 

（2）建議：增訂工業區用地更新相關法令，制定「經濟部所轄工

業區土地立體多目標使用辦法」，並訂立相關投資獎勵措

施，以鼓勵相關業者投資與進駐。並工業區用地相關法令中

增訂「民間釋出閒置工業區土地相關優惠措施」，加速老舊

工業區土地所有權代換速度。     

五、結論與建議 

由各園區的產業現況與結構盤點，可發現工業區面臨發展主要困

境在於人力資源傳統產業人才招募不易、園區公共設施亟待強化、賣

斷之廠區土地無法有效活化與管理；加工出口區則面臨每員工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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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無法提昇(產業競爭力下降)；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園區則面臨廠區土

地閒置比例高及許多出租廠區土地尚未動工建廠之情形。 

因此，建議應運用「南部區域 χ 創新廊道」的黃金交叉點促進

兩大產業在南部區域的共榮發展，傳遞新興產業的研發應用在基礎產

業，運用新科技服務應用協助基礎產業升級轉型，並將基礎產業研發

升級運用於新興產業，兩條廊道串聯推動。整體運作機制可依地方制

度法成立「南部區域產業發展委員會」，建構產業交流支援平台，打

破行政疆界的藩籬，創造跨域資源整合綜效，深化 χ 創新廊道的能

量帶動南部區域產業創新走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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