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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促進產業升級及保存東部好山好水的期望下，發展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的生物及

軟體科技園區已成為東部產官學界共同的期望。然而如何擬定適當的科技園區發展策

略，以吸引優秀的生物及軟體科技廠商及科技人才的進駐及生根發展，並促進科技園區

與周遭環境的永續經營，卻是當前推動東部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上待解決的問題。

本文嘗試運用策略規劃理論，對東部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發展策略做一初探，藉由文

獻回顧、SWOT 矩陣分析、以及專家學者意見的調查，本研究期望能對規劃中的東部生

物及軟體科技園區之發展策略，提供適當的建議。 

關鍵詞：科技園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策略規劃、區域發展、城鄉永續經營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bio-tech and software industrial park is currently an 
important planning goal in the Hualien Area in order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roductivity.  However, how should one develop appropriate science park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attract related high-tech firms and skilled high-tech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to maintain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a critical and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  Employing research methods involving literature review, strategy 
planning, and S.W.O.T. analy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is research issue.  Through 
exploring related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y of the bio-tech and software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in the Special District of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this paper suggests a set of 
operational planning strategies that can be used by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bio-tech and software industrial park in Hualien.  

Keywords：Science Park, Bio-Tech and Software Industrial Park, Strategy Plann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Region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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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年來，在全球產業結構重整及國際競爭的趨勢下，以科技園區來帶動地區產業升

級及區域經濟成長，已成為中央政府的施政重點。依據地方環境特性，研擬不同型態的

科技園區發展策略，更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施政重點。在促進地方產業升級及保存東部

好山好水的期望下，發展對環境衝擊較少的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已成為東部城鄉規劃者

努力爭取的目標。然而如何讓科技產業與東部優美的生態環境成功的共生共榮，如何研

擬適當的開發策略及產業引進策略，藉以吸引優秀的生物及軟體科技廠商及科技人才的

進駐及生根發展，並促進科技園區與周遭環境的永續經營，卻是當前值得深思的課題。 

藉由策略規劃(strategic planning)在面對複雜之國際科技產業分工及政經環境不確

定性時之預見性及其對於掌握整體發展方向的能力，本研究嘗試應用策略規劃方法，並

結合區域規劃的理念，對於上述研究課題做一初探。基於此，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將包括: 
(1)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東部發展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啟示及適用性，(2)結合策略

規劃理論及區域規劃理論，建構具環境適意度及產業競爭力的本土化生物及軟體科技園

區之發展策略。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1)文獻回顧法(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回顧，建立

研擬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策略之理論基礎) ， (2)策略規劃之 SWOT 矩陣分析法 
(藉以釐清東部發展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潛力與限制及其與外界政經變數間的互動關

係)，(3)專家意見調查法，針對相關產官學界之專家學者進行意見調查，藉以研擬出具

共識基礎的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策略。最後，經過理論之檢討，策略規劃分析及學

者專家意見之整合，本研究期望能對規劃中之東部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提供適當的發展

建議。 

貳、相關理論與文獻之回顧 

與本論文有關的理論與文獻可分為以下三類: (1)探討科學園區(或科學城)發展之

文獻，(1)探討科學園區發展對地區之衝擊的文獻，(3)探討策略規劃理論及其在規劃上

之應用的文獻。茲將主要文獻簡述如下: 

一、探討科學園區發展之理論與文獻 

隨著全球各地發展高科技產業及科技園區的熱潮，不少文獻嘗試探討高科技產業

及科技園區的區位特性。由於傳統產業區位理論無法對強調技術創新的高科技產業之

區位特性提出有效的解釋，80 年代以後，一些探討高科技產業區位特性之新興理論，

相繼被提出。例如 Scott (1993)根據南加州高科技產業之發展經驗，提出了彈性專業

化生產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理論。Scott 指出，透過高科技廠商間彈

性競合關係及產業分工關係所建構出的「彈性專業化生產體系」(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ion)，以及由眾多小規模高科技公司依附於大型公司所形成的外部經濟規

模，是促成南加州地區高科技產業能夠成功的發展成科技產業簇群(cluster)，並持

續成長的主要原因(Scott 1989, 1994)。Castells (1989, 1996)等學者則強調「創新環境與

網絡」 (innovative milieux and networking) 對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其認為透過科技

廠商、政府機構、研究機構人員、及科技人才間的密切連結及互動所形成的專業網絡

(networking)及共同的文化，是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及區域成長的主要因素，Castells
也指出，研發技術及資訊(information)的穩定供給、豐富的科技人力資源及參與者對科

技發展環境的信心，是上述創新網絡(innovative network)能否成功發展的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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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論述之外，史丹佛大學的經濟學者 Arthur 提出了路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理論，Arthur 指出，特殊重大事件或重大的政策誘因(例如史丹佛大學研

究園區的設立及矽谷 HP 公司的設立)，是促進矽谷能夠發跡成長的主因，而後續相

關高科技產業之發展與成長往往也與這些重大的誘因有所關連(Arthur 1994)。柏克萊

大學都市及區域規劃研究所 Saxenian 教授(1994, 1997)則提出「社會著床」(social 
embeddedness) 理論。藉由其對於美國東部波士頓 128 公路科技產業區域及加州矽

谷的比較研究，Saxenian 提出了強調地方制度文化、產業網絡、及企業組織策略的

社會著床理論，以解釋矽谷的成功發展模式。其研究指出，矽谷高科技廠商間之彈性

生產網絡、廠商間橫向的合作與競爭關係、以及矽谷高科技人員間濃密的人際關係網絡

與專業網絡(包括就業資訊的傳遞網絡)，是維持矽谷在強烈國際競爭的環境中仍然持續

成長的主要因素。Saxenian 教授也曾進行新竹科學園區科技廠商與矽谷科技廠商間

互動關係的研究，其以「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y)的稱呼來形容在當前

科技產業國際分工之趨勢下，矽谷與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華裔高科技人員間已經形

成的緊密科技產業生產網絡與社會網絡。筆者(吳綱立, 1997)曾以複迴歸及羅吉特計

量模式探討矽谷高科技廠商的區位空間分佈之趨勢及其與高科技人力資源供給間之關

係，研究結果發現，除了至主要研究大學(史丹福大學)及主要交通設施(機場與高速公路)
的可及性之外，至高科技人力資源的可及性也是矽谷高科技廠商選擇設廠地點的主要考

慮因素之一。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高科技人才在選擇工作區位時，有因族群及職業背

景所造成的社會聚集的現象。綜合以上理論及文獻，可將促進科學園區及高科技產業

發展的因素歸納為: 科技人力資源的供給、能促進共同學習的社會網絡及專業網絡之建

立、創新研發能力、重大的公私部門之投資誘因、高科技廠商間彈性競合關係及產業

分工關係。 

就國內相關研究而言，多年來國內已累積了不少探討科學園區(或科技園區)發展的

重要文獻(例如葉光毅 1992; 施鴻志、解鴻年 1993; 孔憲法 1996; 馬維揚 1997; 林建元

1991, 1996 等)。綜合相關文獻之分析可知，促成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成功發展的因素可

包括: 中央政府的積極投入、豐富的投資獎勵誘因、台灣 60 及 70 年代電子及相關產業

發展所累積出之產業競爭優勢、高科技廠商與中下游支援廠商間的彈性競合關係及策略

聯盟、以及新竹在地大學及研發機構所提供的豐富科技人力資源等因素。然而就在目

前台灣許多地區皆希望能複製竹科經驗，積極爭取設立科學園區之際，不少文獻也

指出，在國內科技園區正面臨國際科技產業競爭及國內科技產業生產成本激增的壓力

下，國內科技園區的發展應朝向: 依據地區資源特性區分科技園區之發展型態、加強區

域科技產業之分工及國際合作、加強研發及創新能力及相關人才之培養、發展結合環境

資源的生物科技產業(例如食品、環保、海洋、農業等高科技產業)、以及加強公私合夥

開發科技園區等方向努力。 例如台北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於 1998 年所完成的”台灣

東部設置科學園區可行性之研究”報告書中曾建議，東部地區未來可朝向研發培育

型態的科學園區方向發展，以配合東部地區的資源特性(台北大學都研所，1998)。
東華大學育成中心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東部良好的生活環境及自由的研發工作氣

氛，是發展極需要腦力激盪之研發性高科技產業(如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的基本條

件。 

二、科學園區發展對周遭環境之衝擊 

就科學園區發展對區域及地區之衝擊的文獻而言，當國內熱衷於複製加州矽谷之

發展模式及經驗時，其實國外已有一些文獻深切的點出矽谷快速發展對區域及當地

環境所造成之衝擊。例如在二十年前，柏克萊大學 Saxenian (1981)教授即為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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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矽谷的發展，當地已現因社經及種族背景的差異，所造成之社會分化的問題。十

六年前，Rogers and Larsen (1984)在其「矽谷熱潮」(Silicon Fever)一書中也指出，隨著

矽谷的快速發展，其周邊地區已出現了住宅供給不足、員工通勤距離增加、以及因社

經背景差距所造成之社會分化等現象。值得一提的是，經過了十餘年，這些問題並未

消失，有些問題反而更為嚴重。例如 1997 年 4 月 6 日及 7 日，加州舊金山灣區發行

甚廣的舊金山記事報特別以”通往美國之夢的漫長道路”為標題，來敘述因矽谷周邊

地區房價狂飆及缺乏足夠的住宅供給，而造成當地高科技人員必需居住在距上班地

點甚遠的地區(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6,7)，以致造成許多長距離的通勤旅

次。作者(吳綱立 1997)曾以美國普查資料及問卷調查，分析近十餘年來矽谷高科技發展

對舊金山灣區的環境衝擊，研究結果發現，在矽谷高科技產業快速成長的同時，其周

遭地區也出現了一些外部不經濟的現象，例如長距離反向通勤旅次 (long-haul 
reverse commuting)的增加、科技園區鄰近地區房價的狂飆、以及社會分化等問題。慶

幸的是，經由當地規劃單位、學界、科技廠商及在地民眾的合作，目前此類問題已逐

漸獲得控制。 

就國內探討科技園區對周邊地區之衝擊的文獻而言，施鴻志教授 (1991,1993,1997) 
曾比較主要工業國家科學園區的設置對其附近地區發展的衝擊，其研究結果發現，台灣

過去科技產業之投資過度集中於少數地區(如台北生活圈)，此作法雖然造成了當地的繁

榮，但也產生了聚集後的負面影響，例如住居環境寧適性的犧牲等。為了解決上述問

題，施教授建議，應依地區的發展條件及地理環境特性，發展不同類型的科學園區(例
如區分量產導向或研發導向之科學園區)，並以生活圈為規劃單元，促進科學園區發展

與地方發展的結合。周志龍教授與呂清松先生等人(1997)曾探討新竹科學園區對地方發

展的衝擊，其研究結果指出，新竹科學園區十餘年來的發展已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的

轉型及消費能力的大幅提升，但目前當地之科技文化與地方傳統文化(客家文化)之
間仍有相當大的隔闔。2000 年 5 月的天下雜誌曾就台灣科學園區與地方互動不良

及各科學園區間互搶資源等問題，提出政策的反思及檢討。筆者(吳綱立 1997, 1998, 
1999)近幾年對竹科發展的研究也發現，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不僅移植了美國

矽谷的產業發展經驗及發展模式，也同樣的複製了矽谷的問題 -- 矽谷快速發展所造成

當地的居住空間分化、房價狂漲、及交通壅塞等問題。綜合上述文獻可發現，設置科

技園區並不是促進區域及地區發展的萬靈丹，若無適當的科技園區開發管理策略及管

理機制，許多外部不經濟的問題，將隨著科技園區的發展而一起成長。 

三、策略規劃理論及應用 

(一) 策略規劃的意涵及其對科技園區規劃之意義 

策略規劃早期多使用於軍事及企業經營領域，目前已漸被應用到公共政策及城鄉規

劃等領域。依據管理學者許士軍教授的解釋，策略為達成某特定目的所採的手段，表

現於對重大資源投入的調配運用方式。競爭策略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認

為策略規劃就是要創造出一個獨特而有價值的競爭位置及相關之活動，以增加相對的競

爭優勢。波特並指出影響國家策略之成敗的主要因素包括: 共識、程序、及機制，而政

府在提升產業競爭力的角色應為創造一個良好的環境，讓特定產業群(cluster)能進步及

發展。依據美國公共技術組織（Public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PTI）的解釋，策略規劃

是一種管理改變和創造最佳可能未來的系統化方法，透過對決策內外環境之強勢、弱

勢、機會和威脅的分析，策略規劃是決定並完成重大行動的一種創造性過程(creative 
process) (Naurobi 1991)。企管學者司徒賢達教授則認為策略規劃是藉以發展有效策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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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決策和行動方法，為了適應不斷改變的情況，策略規劃必須是一個連續的過程。司

徒賢達教授並指出，策略代表一種資源投入重點的選擇，其目的在於建立長期的競爭優

勢。 

策略規劃是行動計劃之指導規劃，其包括確認一個組織基本的長期目標，決定適合

組織發展的方向，確定達到規劃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重點，以及作為必要行動的指導。

綜合而言，策略規劃擁有以下的特性： 1.未來性: 策略規劃注重對未來環境之預測，經

由評估環境趨勢及分析本身資源特性，從而選出較適當的發展方向，以增加決策成功的

機會；2.程序性: 策略規劃重視規劃程序，主張設計一種整體性、邏輯性及系統化的程

序，及無間斷的動態決策過程；3.結構性: 策略規劃強調產生一個由相互關聯的子計劃

所建構出的結構性計劃體系，以作為實際行動的依據；4.連續性: 策略規劃是一種連續

性的程序，隨著環境的變動，也不斷的進行動態的調整；5.共識性: 策略規劃強調透過

程序設計，使各不同背景之參與者的工作目標間能有所關聯，進而建構整體性的目標及

共同的利益，再以此為基礎，藉以化解未來可能的矛盾與衝突(此特性與企管的雙贏溝

通理論頗有相通之處)。經由以上策略規劃特性之分析可發現，在充滿了不確定性的科

技產業及科技園區發展環境中，為了在最佳時間做最適當資源投入的選擇(do the right 
thing)，策略規劃觀念的引入，實屬必要。此外，策略規劃重視連續性、結構性、及強

調隨環境變化而動態調整的作業模式，對於探討處於持續變動的科技園區及周遭環境間

的互動關係，也應具有適用性。 

  (二) SWOT 矩陣分析 

 廣意的策略規劃可包括策略產生、執行、評估三個步驟；本研究的重點將著重於

策略產生之分析。在分析策略產生的過程中，S.W.O.T 矩陣常被用以分析輸入變數間之

關係。 S.W.O.T 矩陣是策略規劃過程的一個概念性模式，其分析步驟如下: 在進行優

勢、劣勢、機會和威脅的檢討分析後，可採行 Weihrich（Weihrich H. 1982）所提出的

SWOT 矩陣策略配對(Matching)方法，藉以分析各種可能發展策略的組合。例如 SO 
(Strengths and Opportunities) 策略表示使用優勢，利用機會(“Maxi－Maxi”原則)；
WO(Weaknesses and Opportunities)策略表示克服弱勢，利用機會(“Mini－Maxi”原則)；
ST 策略表示利用優勢，避免威脅(“Maxi－Mini”原則)；WT 策略表示減少弱勢，避免威

脅(“Mini－Mini”原則)。 此外，為了因應內外環境的變化，SWOT 矩陣常與情境分析(或
稱展望分析 )(Scenario Analysis) 搭配使用，藉由假設數個對可能未來的展望

(scenarios)，配合內外環境之優勢、劣勢、機會、威脅的分析，來擬定適當的發展策

略。 

(三) 策略規劃在城鄉規劃之應用 

國內策略規劃早期大多運用於企業經營領域上，近十幾年來，此方法已漸漸被應用

於城鄉規劃領域，以下為相關文獻之回顧。在馮正民教授與徐秀雲小姐所著的「土地使

用策略規劃之研究—以台北都會區為例」（馮正民 徐秀雲 1991）一文中，作者綜合

S.W.O.T.分析矩陣與情境分析法（Scenario Analysis ），將策略規劃之觀念運用在土地

使用規劃上，並建立適用於土地使用規劃中擬定策略替選方案的分析架構。此研究建立

了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為後續研究提供了很好的基礎。此後，策略規劃在城鄉規劃上

的應用也逐漸普及，例如曾文卿運用策略規劃配合情境分析法，藉以分析新市區土地開

發規劃時，應如何處理眾多決策變數及都市環境的不確定性（曾文卿 1993）。陳武正

教授及黃雅仲先生在其所著的「高速鐵路車站用地土地使用發展策略之研究—以新竹六

家車站為例」中，則利用策略規劃方法並結合永續發展理念，建立適用於車站地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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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發展策略研擬之分析架構，並以新竹六家車站為個案進行實例研究，進而研擬出成

長型、投機型、穩定型、艱困型等四項發展策略（黃雅仲 1994）。 

在台北大學都市計畫研究所的「台灣東部設置科學園區可行性之研究」報告中（中

興大學都研所 1998），研究者也運用策略規劃 SWOT 分析法，藉以探討東部科學園區

設置之策略及角色定位。藉由對東部資源狀況及園區發展之潛能、劣勢、機會和限制的

分析，此研究建議東部科學園區之發展方向應為: 在環境資源基礎下，發展符合知識經

濟理念的生物科技產業，發展健全通訊科技網路下的活動環境，加強公私合作進行科技

園區之開發，以及促進國際合作、交流與技術轉移。值得一提的是，此研究報告也深刻

的點出東部發展科學園區資源上之限制及待加強之處，例如學術機構資源薄弱、中心都

市服務機能不足等問題，然而此研究係兩年前完成，由於時空背景的改變，此報告中所

指出的一些限制，在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的成長發展之後，目前部份項目已有明顯的改

善。 

綜合上述文獻，可發現策略規劃在分析複雜多變之規劃決策問題上的適用性，而相

關研究也多建議策劃規劃應結合專家意見調查及民眾參與過程，以增加策略研擬的客觀

性及策略推動時民眾的支持度。 

參、花蓮地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背景之分析 

花蓮地區素有「台灣最後之淨土」之稱，有優良的自然生態環境及豐富的自然景觀。

相較於台灣西部地區的快速都市化發展，花蓮的都市化發展則顯得緩慢。花蓮縣人口總

數截至民國八十八年底為 355,686 人，較八十七年底之 356,601 人減少 915 人，此為自

民國八十四年起連續第四年人口總數減少。就各鄉鎮市近十年人口變動情況而言，除吉

安鄉、新城鄉、秀林鄉等三個鄰近花蓮市的鄉鎮呈現總人口數增加之外，其餘鄉鎮市則

呈現總人口數減少的現象。鄉鎮人口的減少除出生率降低的原因外，社會遷移係主要原

因。 

花蓮現有產業係以水泥、砂石、石材加工及觀光業為主。就現有資源而言，觀光業

是花蓮地區較具發展潛力的產業，然而由於遊憩據點間缺乏整體規劃，再加上目前西部

至花蓮的交通成本仍相對偏高，使得花蓮地區之觀光業在全球觀光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並

不顯著。近年來，在考慮到加入 WTO 後對現有產業之衝擊，以及政府「產業東移」及

「發展知識經濟」政策的激勵下，除了加強觀光產業的整體規劃之外，積極引進低污染、

高附加價值且能配合東部環境特性的高科技產業已成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目前推動

東部產業升級的主要目標。在此目標下，由於資訊軟體產業具有低污染、高附加價值、

投資規模及投資金額具彈性、資訊傳遞不受地域限制等特性，故被視為是東部目前及未

來產業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此外，由於東部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及良好的自然環境，

使得可利用自然資源並深具成長潛力的生物科技產業也被視為是適合於東部發展的新

興產業。 為了發展此二高科技產業，並有效率的結合在地大學的研發資源，積極推動

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資訊軟體科技園區之設立及發展，藉以促進地區的產業升級及區

域經濟成長，已成為關懷東部發展之產官學界共同的期望。 

然而，回顧近十年來東部這條產業升級之路，走的卻是相當艱辛。早在民國八十二

年，政府基於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目的，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籌設「產業東移小

組」，推動東部產業的升級。經建會更於民國八十六年，核定「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發展

計劃」，將東部產業發展的主要目標訂為引進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的資訊軟體產業、生

物科技產業以及海洋科技產業。花蓮縣政府並於民國八十六年核定東華大學特定區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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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的發展區域，計劃以東華大學為中心，並在周遭劃設兩千公頃的科學城，希望

提供一個包括研發區、產業區、住宅區、文教區的高科技產業研發環境。然而就在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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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立東華大學位置圖 

 

 
 

圖 2. 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構想圖 



 9

對政府推動高科技產業東移政策的殷切期望下，由於受限於政府獎勵誘因不足、地

區聯外交通不便、土地徵收進度緩慢、基盤公共建設不足等因素，使得東華大學特定區

之科學城計劃並未能如預期的發展。基於上述主客觀環境之限制，經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及東華大學校方對原科學城計劃深入檢討之後，一致認為先朝規模較小之育成中心模

式的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方向發展，應是當前較可行的方案。 

 近幾年來在東華大學、花蓮師院、慈濟大學、慈濟醫院等教學及研發單位的通力

合作之下，目前花蓮地區的生物科技及資訊科技的研發資源及相關人力之供給已較以前

大為改善，例如東華大學已成立生技、資訊工程、資訊管理、電機、環境政策、自然資

源管理等可支援生物及軟體科技發展的重點系所，而東華大學的創新育成中心

(Incubation Center)在對推動地方生物科技及軟體科技產業的發展上也已有相當大的進

展，其陸續輔導長青公司、天賜爾公司等數家生物科技公司在本地設廠，並配合慈濟、

門諾等大型醫院積極進行生物基因及基因晶片等生物技術的研發。此外，進駐東華大學

育成中心的法太資訊科技公司也已成功的開發出太魯閣國家公園現場虛擬實境技術。花

蓮縣政府更積極的爭取相關公共設施建設之配合，以期能順利推動東部生物及軟體科技

園區的發展。 

基於東華大學現有的生物及軟體科技的研發基礎，以及花蓮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及

良好的生活品質，新政府已重申將落實推動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之

政策，而去年年底宏碁等軟體大廠也慨然承諾願意與東華大學合作共同於花蓮地區發展

軟體產業。就在目前各界皆殷切期望東部能順利發展生物及軟體產業之際，如何依據花

蓮地區環境及資源的特性，研擬出適當的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之發展策略，以吸引優秀

的科技廠商及高科技人才的進駐與生根發展，並促進科技園區與周遭環境的永續經營，

實為當前急需探討的研究課題。 

肆、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策略之分析 

一、內外部環境變項之分析 

為了客觀的研擬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發展策略，本研究以問卷調

查配合訪談的方式，對熟悉花蓮環境之產官學界的專家學者進行意見調查，調查對象包

括東華大學教授、熟悉花蓮環境的研究生、花蓮縣政府相關部門之主管、相關科技廠商

主管等。問卷調查係採分層抽樣，調查時間為今年 2 月 1 日至 2 月 18 日，共發出問卷

32 份，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25 份。問卷內容包括: 影響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

園區發展之內外部環境變項的調查，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目標之 AHP 專家意見調

查，以及受訪者對於如何促進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的建議。由於本

文為第一階段研究結果的彙整，故僅就部份調查結果，做一討論。表一為問卷中可能影

響科技園區發展之內外部環境變項相對重要性的調查表，此表係將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

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所可能面臨的機會（O）與威脅（T），以及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

發展所具之優勢（S）與劣勢（W），逐項予以列出，請受訪專家以五個等距尺度設計

的度量表(1 至 5，1 代表極不重要，5 代表極重要)，分別評估各變項的重要性，藉以選

出較重要的影響變項，然後進行 SWOT 矩陣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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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所面臨內外環境變項之重要性的調查表 

 
 

 
內外環境變項 
 

極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不 
重 
要 

極 
不 
重 
要 

內
在
環
境 

 
優勢 
（Strength） 

園區腹地廣大    

土地開發成本相對低廉    

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等研究單位之技術支    

自然資源豐富多樣    

好山好水之優良居住及休憩環境    

產業環境易於營造    

地方政府積極參與    

在地廠商配合意願高    

在地民眾對東部區域具認同感    

 
劣勢 
（Weakness） 
 
 
 

相關科技人力資源之供給不足    

聯外交通不便    

基礎公共設施「質」、「量」相對不足    

中心都市之服務機能過於薄弱    

東華大學特定區之生活機能不足    

區域人口外流，城鄉發展不均衡    

地震頻繁，且位於颱風侵台路徑    

資訊流通較不便，資訊傳遞管道較少    
外
在
環
境 

 
機會 
(Opportunity
) 
 

全球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成長迅速    

大中華經濟圈的科技產業發展潛力    

新興大學設立，帶動東部區域及地區之發    

促進區域均衡發展之政策    

發展知識經濟及綠色矽島之政策    

促進產業東移及產業升級之政策    

在地居民對高科技、低污染產業接受度高    

 
威脅 
（Threat） 

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國際競爭日益激烈    

台灣整體經濟實力及競爭力的衰退    

中央政府財力及政策執行能力之不足    

西部地區競相爭取科學園區的設置    

西部相關科技廠商來花蓮投資之意願不高    

土地開發所造成生態環境的衝擊    

地區性環保抗爭活動的增加    

 

經問卷調查結果之整理分析，可將重要的影響變項，依其重要順序，整理於下。括

號內的數字為由等距尺度度量表(1 至 5，1 代表極不重要，5 代表極重要)所計算出受訪

者對該變項重要性的平均評分(最高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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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S，Strengths） 

 S1：地方政府之積極參與 (4.63) 

 S2：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等研究單位之技術支援 (4.50) 

 S3：土地開發成本相對低廉 (4.19) 

 S4：園區腹地廣大 (3.95) 

S5：產業環境易於營造 (3.83) 

S6：好山好水之優良居住及休憩環境 (3.69) 

 

二、劣勢（W，Weakness） 

W1：聯外交通不便 (4.50)  
W2：相關科技人力資源之供給不足 (4.41) 
W3：基礎公共設施「質」、「量」相對不足  (4.23) 
W4：中心都市之服務機能過於薄弱  (3.86) 
W5：資訊流通較不便，資訊傳遞管道較少  (3.86) 
 

三、機會（O，Opportunity） 

O1：新興大學設立，帶動東部區域及地區之發展 (4.27) 
O2：在地居民對高科技、低污染產業接受度高  (4.13) 
O3：全球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成長迅速  (3.91) 

O4：發展知識經濟及綠色矽島之政策 (3.73) 

O5：促進產業東移及產業升級之政策 (3.68) 

 

四、威脅（T，Threats） 

T1：西部相關科技廠商來花蓮投資之意願不高  (4.45) 

T2：生科及軟體科技產業國際競爭日益激烈  (4.36)  

T3：中央政府財力及政策執行能力之不足  (4.13) 

T4：台灣整體經濟實力及競爭力的衰退   (4.00) 

T5：西部地區競相爭取科學園區的設置  (3.95) 

T5：土地開發所造成生態環境的衝擊  (3.86) 

 

上述調查結果透露出一些重要的訊息，由變項平均得分的高低，可看出受訪者皆對

國立東華大學在促進東部科技園區發展及地方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抱持著相當大

的期望。多數受訪者認為經濟因素、區域競爭力、科技人才之供給、交通建設以及資訊流

動性是影響科技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優良的住居生活環境及生態環境則扮演著與此

主要因素相輔相成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多年來一直強調的促進產業東移及

區域均衡發展的口號，由於其目前的落實程度頗低，故其影響力已被發展知識經濟及綠

色矽島的新口號所超越。 

二、策略分析(SWOT 矩陣分析) 

經由上述對重要變項的選取與分析，以下係將上述重要影響變項放入 SWOT 矩陣，

進行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策略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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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發展策略之 SWOT 矩陣分析 
 
 
 
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 

優勢（S） 劣勢（W） 
S1:地方政府積極參與。 
S2: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等研究單位

之技術支援。 
S3:土地開發成本相對低廉。 
S4:園區腹地廣大。 
S5:產業環境易於營造。  
S6:好山好水之優良居住及休憩環境

W1:聯外交通不便。 
W2:相關科技人力資源之供給不足。

W3:基礎公共設施「質」、「量」相 對
不足。 
W4:中心都市之服務機能過於薄弱。

W5:資訊流通較不便，資訊傳遞管道

較少。 

 
 
 
 
 
 
機 
會 
︵ 
O 
︶ 

O1:新興大學設立，帶動 
東部區域及地區之發 
展。  
O2:在地居民對高科技、 
低污染產業接受度高。  
O3：全球生物及軟體科

技產業成長迅速。 
O4:發展知識經濟及綠色

矽島之政策。 
O5:促進產業東移及產業

升級之政策。 
 

SO1：充分利用東部豐富的自然資源

及好山好水的居住環境，建立低污染

且能與環境共生之綠色科學園區的

規劃典範。 
SO2：落實區域規劃理念，在東華大

學城及科技園區發展之初期，即將產

業發展、住宅建設、交通、公共設施

投資、生態保育等面向作整體的規

劃。 
SO3：在建設台灣為綠色矽島之政策

目標下，集中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的

研發能量及資源，選擇適合本地資源

特性的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做為重

點發展項目，儘早跨進全球生物及軟

體科技產業的研發網絡及產業分工

體系。 

WO1：加強東華大學的軟硬體設備，

以吸引優秀的研究人才及學生、並積

極進行產學合作、協助研發成果的商

業化、並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及誘

因，以鼓勵在地大學訓練出的優秀人

才能留在花蓮地區。 
WO2：隨著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的成

長，適時的增加公共設施之建設及改

善中心都市之商業服務機能。 
WO3：加強資訊的可及性及流動性，

以及促進研發網絡及網路社會

(information society)的發展，藉由加

強資訊的普及與流通，促進生物及軟

體科技產業的研發創新能力。 

 
 
 
 
威 
脅 
︵ 
T 
︶ 
 
 
 
 

T1：西部相關科技廠商來

花蓮投資之意願不高。  
T2：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

國際競爭日益激烈。 
T3：中央政府財力及政策

執行能力之不足。 
T4：台灣整體經濟實力及

競爭力的衰退。 
T5：西部地區競相爭取科

學園區的設置。 
T5：土地開發所造成生態

環境的衝擊。 

ST1：提昇東華大學的研發能力，先

規劃以研發創新為導向的育成中心

型態之科技園區，等達到智慧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累積所產生的聚

集經濟效益後，再逐漸擴充園區之規

模。 
ST2：加強與西部及國外一流大學及

研究單位的合作交流，建立網絡關

係，以東部優良的住居環境及自然休

憩設施，吸引西部及國外的一流研究

人才，定期來東華大學科技園區進行

短期的研究交流。 
ST3：獎勵公私合夥進行科技園區及

相關住宅與休閒設施的開發，以低廉

的土地成本及高行政效率之地方政

府服務，來吸引科技廠商及開發者的

投資意願。 

WT1：展現大有為政府的魄力，以豐

富的投資誘因及適當的公共建設投

資，來促進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

體科技園區的發展。 
WT2：打破平頭式的學研補助方式，

積極加強東部的學研資源及補助，並

鼓勵國家級的研究單位，來花蓮設立

分院。 

 

三、策略說明 

以下將表二中所列的各項策略加以說明： 

（一）SO 策略 

SO1：充分利用東部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好山好水的居住環境，建立低污染且能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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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共生之綠色科學園區的規劃典範。 

東部地區有台灣後山之稱，擁有西部所無法享受到的山水景觀及住居環境品質，但

近年來其也面臨到在維持原狀或是引進高附加價值之科技產業間的抉擇。其實若能維護

東部好山好水的環境特色，並選擇研發導向、低污染的生物與軟體科技產業，應可以藉

此促進東部產業升級的機會來規劃出一個田園式、低污染且能與環境共生的綠色科技園

區，並以其做為日後建設台灣成為綠色矽島甚至全球科技園區規劃的典範。 

SO2：落實區域規劃理念，在東華大學城及科技園區發展之初期，即將產業發展、

住宅建設、交通、公共建設投資、生態保育等面向作整體性的規劃。 

因缺乏適當的區域規劃及區域管理措施，竹科及矽谷快速發展對其周邊地區所造成

的環境衝擊應可作為東部發展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殷鑑。由於東華大學特定區擁有產

業環境易於營造、腹地廣闊、土地成本低廉、土地產權較單純等優點，所以實應有不錯

的機會在大學城及科技園區發展的初期，就將區域規劃理念融入於園區規劃及開發的過

程之中，將引入科技產業的時機、科技人力資源的供給、相關之住宅建設、土地開發之

選址及規模、土地開發對環境衝擊的管理、科技員工通勤交通需求等問題做整體配套式

的規劃，以分期分區開發的方式，讓科技園區能與地方一起成長。 

SO3：在建設台灣為綠色矽島的政策目標下，集中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的研發能量

及資源，選擇適合本地資源特性的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做為重點發展項目，儘早跨進全

球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的研發網絡及產業分工體系。 

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已被公認為是全球科技產業中深具成長潛力的明日之星，而東

華大學及慈濟大學在建校之初，也皆確定將以生物科技為其發展方向之一，並積極設置

相關的重點系所，此外東華大學也積極的成立以資訊科技為發展重點的系所。在建設台

灣為科技島及促進東部產業發展的目標下，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應界定適合本地資源特

性的重點研究項目(例如生物基因及醫療檢測晶片)，將研究能量及資源集中於此重點項

目之上，以期能儘早跨入全球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的研發網絡。此外，東華大學、慈濟

大學、花蓮師院等校也應加強校際間的彈性合作關係及互補作用，以增加東部在科技研

發上的區域競爭優勢。 

 （二）ST 策略 

ST1：提昇東華大學的研發能力，先規劃以研發創新為導向、育成中心型態之科技

園區，等達到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累積所產生的聚集經濟效益後，再逐漸擴充園

區之規模。 

由於受限於政府財力不足及東部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落等因素，目前東部並無

優異的條件來發展大型量產導向的科技園區，但以目前東華大學的規模及成長速度來

看，應已具有發展研發導向、育成中心型態的小型科技園區之基礎。所以當務之急應是

先積極提升東華大學的研發能力及相關的軟硬體設施，並以分期開發的方式，來推動示

範性小型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開發，等累積到足夠的研發資源及聚集經濟效益之後，

再逐步擴大科技園區的規模，或決定是否應採多核心分散發展的模式，以避免因過度集

中的開發所造成的環境衝擊。 

ST2：加強與西部及國外一流大學及研究單位的合作交流，建立研發網絡關係，以

東部優美的住居環境及自然休憩設施，吸引西部及國外的一流研究人才，定期來東華大

學科技園區進行短期的研究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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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健全的研發網絡是影響東部科技園區能否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以東

部目前的研究資源，可能並沒有充分的條件來獨力發展以研發創新為導向的生物及軟體

科技園區，但是東部本身的競爭優勢(例如優美的住居及休憩環境、自由的研發氣氛、

高效率的地方政府)卻有助於東華大學與西部及全球的一流大學及研發單位，建立良好

的研發網絡關係。例如以東部優美的住居及休憩環境為誘因，應能吸引注重環境品質的

優秀科技人才來東華大學進行短期研究，或透過休憩活動與科技研討會相結合的方式，

在東華大學舉辦可透過腦力激盪來產生新想法的科技研討會。此外，透過建構研究合作

網路的方式來加強與西部及全球相關科技產業研發人才的合作與交流，也應為協助東華

大學邁向全球在地化的具體作法。 

ST3：獎勵公私合夥進行科技園區及相關住宅與休閒設施的開發，以低廉的土地成

本及高行政效率之地方政府服務，來吸引科技廠商及開發者的投資意願。 

以目前中央政府的財力及政策執行能力，可能無法獨立推動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

軟體科技園區的開發。但中央政府應可提出穩定持續的東部產業政策及良好穩定的投資

誘因，在東部低廉的土地開發成本及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的吸引下，鼓勵科技廠商及投

資者以公私合夥、分期開發的方式，進行科技園區的開發。值得一提的是，對有意進駐

東部的科技廠商而言，穩定持續的產業政策，將是降低投資風險的主要因素。 

 （三）WO 策略 

WO1：加強東華大學的軟硬體設備，以吸引優秀的研究人才及學生、並積極進行產

學合作、協助研發成果的商業化、並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及誘因，以鼓勵在地大學訓練

出的優秀人才能留在花蓮地區。 

持續的人才外流是造成東部發展落後的主因之一，由於缺乏適當的就業機會及完備

的生活機能，使得許多在地大學培養出的優秀學生，最後仍會選擇要離開花蓮地區。如

此不斷的高科技人力資源之流動，將是東部發展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的隱憂。所以積極

進行產學合作，並提供長期穩定的高科技就業機會及誘因(例如福利)，以鼓勵在地大學

訓練出的優秀人才留在花蓮地區發展，應為當務之急。 

WO2：隨著東華大學及慈濟大學的成長，適時的增加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之建設，

改善中心都市之商業服務機能。 

東部地區由於地處偏遠，公共設施與公共設備的建設一直明確的不如西部地區。隨

著近幾年來東華大學與慈濟大學學生人數的增加，地方上對於改善公共設施及設備(尤
其是聯外交通)及加強中心都市商業服務機能的需求，更加顯得殷切。所以積極的爭取

公共建設(尤其是聯外交通建設)的投資，以縮短與北、中、南各區域間的空間隔闔(尤其

是至台北的方便性)，並加強中心都市商業服務機能的層級，應為提升花蓮地區之競爭

力的具體作法。 

WO3：加強資訊的可及性及流動性，以及促進研發網絡及網路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的發展，藉由加強資訊的普及與流通，以促進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的研發創新能

力，以及花蓮地區的全球在地化。 

目前東華大學特定區在發展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上所面臨的另一個限制即是資訊

流通的不便及資訊傳遞管道較少(例如每日的報紙要等到早上 9 點以後才能收到)。在政

府強調發展知識經濟及軟體科技產業的政策下，此問題可藉由加強網路資訊傳遞的據

點、建立專業網絡、促進網際網路與社區發展之結合等方法，予以克服。若能促進研發

網絡及網路社會(information)的發展，藉由資訊的流通及普及，應可促進東華大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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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軟體科技園區的研發創新能力，並促進花蓮地區的全球在地化。 

 （四）WT 策略 

WT1：展現大有為政府的魄力，以豐富的投資誘因及適當的公共建設投資，來促進

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發展。 

推動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發展需靠中央政府的魄力及地方政府

與在地民眾的配合，誠如本文文獻回顧中史丹佛大學學者 Arthur 的路徑依賴理論所言，

重大的建設與投資誘因，往往是吸引廠商進駐並促進科技園區發展的原動力。以目前大

陸許多地區皆爭取發展科技產業的情況來看，東部目前在發展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時

機上已有些落後，若是中央政府再無法展現出落實科技產業東移的魄力及決心，發展生

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時機將稍縱即逝。 

WT2：打破平頭式的學研補助方式，積極加強東部的學研資源及補助，並鼓勵國家

級的研究單位，來花蓮設立分院。 

相較於西部優秀的大學及研發單位，東部的學研資源長久以來就明顯的不足。在此

區域資源分配不平衡以及強者恆強的情況下，實難要求東部在提升台灣整體科技競爭力

上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所以政府如欲推動東部生物及軟體科技產業的發展，實應積極

的加強對東部大學及研究單位的補助，此外，推動國家級的研究單位在花蓮地區設立分

院，也將應有立竿見影的效果。 

陸、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東華大學生物及軟體園區的發展策略，經由文獻回顧及策略規劃分析，

本文建議東華大學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的發展定位應往科技、生態、住居品質兼顧之大

學城科技園區的方向發展，先以小規模分期開發的方式推動，發展實驗性的科技園區，

然後再逐漸調整其規模及發展方向。 

藉由運用策略規劃方法對東華大學特定區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開發時所面臨之潛

力與限制，以及所擁有內部資源之優勢與劣勢的分析，本研究發現欲在東部推動生物及

軟體科技園區的發展需要靠魄力、共識、信心、誘因、及公共投資等因素的相互配合。

中央政府應展現其推動發展知識經濟及科技產業東移政策的魄力，地方政府、科技廠商

及在地民眾需凝聚對科技園區發展規模及發展型態的共識，科技廠商及科技人才需對東

華大學的發展具有信心，而政府穩定優良的投資獎勵誘因及對東部地區聯外交通建設

(尤其是至台北的交通服務品質)及研發單位的長期投資，也是不可或缺的觸媒。以目前

全球科技產業競爭與分工的情況來看，東部現在發展生物及軟體科技園區在時間上已晚

了十年以上，如果政策上決定要推動高科技產業的東移，並能取得各界對東部科技園區

發展型態的共識，就應立即推動，並加強現有研發資源的整合及與西部及國外一流研發

單位的合作網絡關係，否則此亡羊補牢的時機，將會稍縱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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