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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近苗栗因地方政府推動區段徵收等都市計畫措施所引發的爭議，使得推動此些公共建

設地方執政者的崛起過程，及其所推動的土地徵收制度，成為公共輿論討論的焦點。本研究

通過全國各縣市地方政府自 1992 年至 2015 年的統計數據分析，發現地方政府推行之「土地

徵收」是為地方政府推動都市計畫，藉以取得地方財政歲收的關鍵機制。經過苗栗縣政府歷

任官員的深度訪談後除了支持此一論點外，亦發現受限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結構，地方

政府若要推行都市計畫等地方公共建設，通過「區段徵收」等土地開發機制，地方政府一方

面可以取得公部門推行公共建設所需之土地，一方面亦通過土地融資，藉以籌措公共建設所

需之財源。這一方面說明了當代台灣地方政府推動土地開發的財政機制，一方面亦解釋了地

方政府推行「土地徵收」背後的可能原因。而以苗栗縣境內的土地開發案例更進一步指出，

這種以「土地開發」為核心的地方財政策略，雖然可能為地方政府帶來財政歲收，但卻可能

製造出更多的公共債務。除此之外，本研究亦進一步檢視了地方政府推動土地徵收對於地方

民主所可能帶來的結果。發現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選舉結果較受到地方政府的地方治理效

應所影響，而國民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則較受到總體經濟效果影響，換言之，地方政府的徵地

行為，與執政者的選舉結果未必有直接的關聯性。若從苗栗縣的個案看來，苗栗縣的地方政

府雖然透過土地財政機制提升了其財政自主性，然而，自主性的後果雖然可能讓政權延續，

但地方派系的力量卻可能衰弱；而從地方公共治理的角度而言，徵地所產生的大量公共債

務，也為地方民主發展產生了嚴重的「赤字」。 
 

 

 

 
 
 
 
 
 
 
 
 
 
 
關鍵字：土地徵收、地方財政、地方民主、公共債務 

	

                                                   
1 本研究感謝 106 年度行政院客委會學術研究獎助計畫補助「民主解嚴後苗栗地方政治發展：派系、土地開發

與財政治理」計畫。 
2
國立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E-mail：fuweiche@gapp.nthu.edu.tw 

3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E-mail：ws44052000@gmail.com  



 

第 2 頁（共 59 頁） 

	

一、前言	

（一）當代苗栗的地方政治 

  解嚴（1987）後，地方派系是否仍然主導著地方政治發展？仍未完全定論。就經驗現象

上來看，即使在 2016 年的台灣，國會歷經民主化以來的首次政黨論替，在地方縣市首長

上，仍舊有縣市首長未曾經過政黨輪替。從東部的花蓮縣、臺東縣，到西部的苗栗縣，這些

地方縣市首長自戰後國民黨遷台，實行地方自治、開放縣市首長直選以來，始終都是由國民

黨或無黨籍所推舉的候選人當選縣長。換句話說，就台灣民主化後近三十餘年，這些地方仍

未經歷過政黨輪替，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現象。 

  然而，無獨有偶的，在這些地方，客家人多半佔有一定人口的比例。若根據客委會 103
年度針對客家人口分佈所進行的調查，4可以發現，上述幾個縣市中，苗栗、花蓮以及台東

的客家人口分佈，均高於全國的平均值（18％）；而其中，苗栗縣的客家人口更高達 62
％。苗栗作為全國客家人口僅次於新竹縣的密集地區，顯示出其在族群人口分佈上的特殊

性；而其作為西部台灣唯一一個至今仍未經歷過縣市長政黨輪替的地方，更顯示出苗栗在台

灣地方民主發展上的特例。 

       回顧台灣戰後實施地方自治選舉以來，苗栗始終維持著「劉、黃」兩派輪流執政的派系

政治格局（何來美，2005）。而即使經歷民主轉型，苗栗的地方派系始終主導著地方政治發

展。5派系政治與客家族群是否有什麼直接關聯性呢？就苗栗民主解嚴後歷年地方自治首長

的選舉經驗來說，答案是有的。2005 年以前，「苗栗縣長是客家人的專利」正是苗栗的族

群政治 經典的註腳。6不過，這個說法卻在 2005 年的縣長選舉被推翻了。該年度，由閩南

族群背景出身的劉政鴻當選了縣長，其更在 2010 年的縣長選舉，連任成功。劉政鴻的崛

起，打破了苗栗傳統地方政治上由客家人擔任縣長的不成文慣例（林思伶 2008），某種意

義上也推翻了苗栗客家族群政治的命題。這背後原因為何？值得令人深究。7 

  客家族群政治的命題，在晚近台灣地方政治發展的經驗現象上，備受挑戰。若從台灣其

他客家密集人口聚集的地方政治發展經驗來說，如：屏東縣、高雄縣、桃園縣8以及新竹

縣，事實上也已經推翻了這個說法（江明修、吳正中，2010；江明修、邱尚英，2010）。可

以說，若將 2005 年苗栗地方政治上的轉變放諸在台灣整體客家政治的變遷來說，其實並非

少數，也非唯一。9因此，如果說當代台灣客家族群政治已非左右客家地區地方政治發展的

                                                   
4 參照：《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

（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4111215163771.pdf） 
5 也就是說，至今在苗栗的地方政治發展上，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仍遠超過政黨。 
6  這句話出自前苗栗縣長傅學鵬之口（何來美，2005）。這句話的意思有二，其一、在苗栗族群認同是超越政黨

的；其二族群認同同時也是超越地方派系的。 
7  根據林思伶（2008）針對苗栗縣 2005 年縣長、議員以及鄉鎮首長的三合一選舉研究中發現，層級越高的選

舉，選民對於政黨的認同度高於族群認同度；而越是低的層級，則是族群認同度高於政黨認同度。不過，該研

究並未進一步指認出其他諸如派系或是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 
8 改制後的桃園市亦然。 
9  如果是以客家人口超過半數的縣市：新竹縣、苗栗縣來說，新竹縣經歷過兩次縣長選舉的政黨輪替；苗栗縣

則是在 2005 年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而客家人口分佈超過全國平均值，但未達過半，且仍未經歷政黨輪替的

縣市則僅剩下花蓮縣及台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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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變數，那麼本研究要探討的重點便在於，是否有其他更為關鍵因素左右著客家地區的政治

發展；特別是如同苗栗這樣至今仍然未經歷政黨輪替的地方呢。 

（二）地方派系、土地開發與財政赤字 

      既然「苗栗縣長是客家人的專利」這句話已經在 2005 年的縣長選舉當中，被當時崛起的

劉政鴻給打破了；那麼，進一步要問的即是，劉政鴻是靠著什麼力量以「閩南人」之姿擊敗

客家人的？而其又如何能在當選縣長之後，在 2009 年繼續連任，並且鞏固其持續執政的社

會基礎呢。 

  劉政鴻從縣議員到立法委員，再到當選縣長，崛起過程可以稱得上是苗栗派系政治中的

劉派在民主解嚴後，自低迷不振到東山再起的政治發展歷史縮影（何來美，2005）。10劉派

雖然早年與黃派在地方上輪流執政，但是其自民主解嚴之後，劉派就未能夠取得縣長的執政

位子。自 1989 年張秋華當選縣長之後，11繼任的何智輝以及傅學鵬在地方派系色彩上，皆屬

於黃派系統。相較之下，劉派除了在全國性的立法委員取得席次之外，並未能夠在苗栗地方

派系佔據主導性的位置。一直到劉政鴻自 2005 年當選縣長。 

       然而劉政鴻擔任縣長之後的任內及推動多性公共建設，可謂「大興土木」。根據劉政鴻

於縣長任內所提出的《苗栗縣永續建設方案》12中得知，包含受到輿論關注的「竹南科學園

區擴大特定區計畫」、「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以及「遠雄國際醫學園區計畫」在內，其

總共推出了十二項旗艦計畫；而在這些旗艦計畫中，又有十二項的與土地開發有關的開發建

設計畫。這些公共建設與支出雖然看似造就了超高的施政績效與滿意度，13但卻也引發不少

爭議。14這些爭議之中，對於地方公共治理產生嚴重影響的，莫過於大量公共支出後所帶來

的高度財政赤字。15 
 

 

 

 

 

 

 

                                                   
10  劉政鴻延續著父親劉順清在後龍的地方政治勢力，自第十屆開始擔任縣議員，並在連任第十一屆縣議員後，

轉戰立法委員；在地方劉派勢力大力支持，又獲得國民黨提名下，當選第二屆立法委員。其後，更在第四、

五、六屆皆順利連任立法委員，並於擔任第六屆立法委員之際，再轉戰縣長。 
11 張秋華的派系屬性，早年被歸為劉派，但在其縣長任內卻轉為黃派（何來美，2005）。 
12參照，苗栗縣政府網站，苗栗縣永續建設方案：

（http://www.miaoli.gov.tw/upload/file/201103080826519618610106.pdf） 
13 參照苗栗縣府新聞，2012，劉政鴻獲五顆星「四連霸」政績 遠見雜誌頒獎。

（http://www.miaoli.gov.tw/cht/newsview.php?menuID=3381&forewordID=151520&secureChk=7f8b3e39d8edffef24
dbfac191c4db61） 
14 例如：因「竹南科學園區擴大計畫」所引發的「大埔事件」；以及「後龍科技園區」設立所引發的反對抗爭

等。 
15 林彥呈，2015，〈苗栗縣府屢欠薪 新任縣長怨：抽屜打開都是空的〉，風傳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4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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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苗栗縣公共債務合計 民國 94-104 年16（單位：新台幣 億元） 

年度 一年以上公共債務 未滿一年公共債務 公共債務合計 年增率 

94 107.00 55.27 162.27  

95 115.75 64.21 179.96 10.9% 

96 124.23 57.46 181.69 0.9% 

97 144.13 69.59 213.72 17.6% 

98 172.15 90.93 263.08 23.0% 

99 208.61 96.61 305.22 16.0% 

100 237.66 103.62 341.28 11.8% 

101 237.65 159.67 397.32 16.4% 

102 235.14 166.44 401.58 1.0% 

103 231.94 166.15 398.09 -0.8% 

104 228.43 164.42 392.85 -1.3% 
 （資料來源：苗栗縣 104、99、98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表格為本研究自行繪製。 

  

        從表（一）中，可以看到，劉政鴻擔任縣長任內（2005-2014）其公共債務的年增率平

均為 10.7%。而其中， 更在 2008（97）、2009（98）、以及 2010（99）年達到債務的高

峰，分別為 17.6％、23％、以及 16.0%。雖然要分析劉政鴻任內的公共債務，是否遠高於過

去歷任縣長，還需要歷年的平均數值來做為佐證，不過，若就縣政府的歷年公共債務累積來

說，確實在劉政鴻擔任縣長任內，達到 高峰（2013 年達到公共債務合計達到新台幣

401.58 億元，其後則是下降）。其如何在近十年內，造成如此深具結果，而這又與派系勢力

的發展，有何直接關聯性？這是本研究要探討的主題。 

         簡言之，在民主解嚴後、客家人佔大多數的苗栗地方政治發展上，地方派系非但沒有

消失，反而更加茁壯；客家人對於地方公共治理的影響上，不單是侷限於派系內部的利益，

更實質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發展。事實上，劉政鴻的崛起與政權的延續，只是苗栗民

主解嚴後派系發展的一種模式（也可以說是 為極端的一種模式）；本研究試圖在劉政鴻的

崛起模式上向前推進，重新檢視解嚴後苗栗歷任縣長/政治人物崛起的發展模式，並藉此探

討苗栗的派系、開發計畫以及財政治理關係。透過三者之間的關係，重新勾勒在民主解嚴後

苗栗的地方政治發展，俾使能夠對民主化後，客家地區的地方政治發展模式有更新一層的認

識。 

 

 

 

 

                                                   
16苗栗縣民國 94-104 年一年以上、未滿一年公共債務、以及公共債務合計、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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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既有對於苗栗地方政治發展之研究，多從族群政治的觀點切入（何來美 2005）；然

而，解嚴後的客家地區的地方派系是否能夠持續主導地方政治的發展，開始受到不同觀點的

挑戰（林思伶 2008；江明修、吳正中，2010；江明修、邱尚英，2010 等）。本研究延續著

解嚴後不同觀點對於客家地區的地方派系與地方政治發展之間的討論，嘗試從晚近發生於苗

栗的土地開發個案切入，探討地方派系、土地開發機制以及土地開發後對於地方政府財政治

理所帶來的影響；通過此三個部分的討論，藉以探討當代台灣客庄地區的地方政府土地開發

行為，是如何影響地方政治與地方公共治理的。 

  既有的土地開發與地方政治發展的文獻，可以分為兩種主要的觀點：第一、金權政治。
17金權政治主要認為，橫跨政府公部門與私部門所形成的跨政商聯盟，是為推動土地開發的

主要行動者；而對於跨政商聯盟的行動者而言，土地開發是他們獲取私人利益的主要途徑。

台灣早期對於土地開發的研究，即依循的這個路徑發展。舉例而言，戰後國民黨統為了控制

地方社會，土地開發的尋租利益（rent seeking）是國民黨政府用來籠絡地方派系的一種壟斷

經濟（陳明通、朱雲漢 1992、朱雲漢 1989、施威全 1996）。台灣土地尋租說的觀點，受到

1980 年代美國探討都市發展內在機制的都市發展學者 Logan & Molotch（1987）所提出都市

成長機器（urban growth machine）的影響，用以分析 1990 年代末期，台灣因都市房價高漲

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陳東升 1995、王振寰 1996）。學者們紛紛認為，促使台灣都市房價高

漲的主因，是為政商集團透過政府的都市計畫工具，推動土地開發的結果。此一政商集團推

動土地開發的觀點，亦進一步影響了學者們解釋發生在晚近台灣因地方政府開發科學園區周

邊特定計畫區所引發的徵地爭議的現象（鍾麗娜、徐世榮 2011、鍾麗娜 2014）；舉例而

言，研究者蔡培慧、許博任（2011）即指出 2009 年因苗栗縣政府徵收竹南科學園區周邊特

定區所引發的大埔徵收爭議，即為地方政府結合政商利益團體扭曲中央資源所帶來的結果。

簡言之，金權政治對於土地開發的解釋，隱含了「土地開發」作為特定團體透過公共資源詐

取私人利益的觀點，而此一觀點被用於解釋當代台灣地方政府的徵地行為。然而，此一觀點

先驗性的假設行動者的立場，使其容易將視野侷限於獲取私人利益的特定觀點，而忽略了既

有的國家制度以及政府部門在此所扮演的角色。且此一觀點較少有直接的經驗資料佐證政商

關係與地方政府的土地開發行為，使得這樣的觀點容易成為推測性而非經驗性的推論。是

以，另一來自探討中國土地財政經驗研究的文獻，補足了政府公部門的角色，並從公部門內

部的財政稅收結構以及政府行為的關聯性切入，重新將地方公共治理的議題帶回討論的焦

點。此部分的文獻稱為：土地財政。土地財政的討論源自中國於 1980 年代末期施行分稅制

的財政改革後，地方政府行為因稅制改變而產生影響。中國的地方政府為了自籌維持地方公

共建設的支出，透過土地開發等大興土木的方式來實現公共政策（周飛舟 2007、2010、

2012）；土地開發不單創造了私人利益，其同時也為地方政府創造了稅收來源，並讓地方政

府取得推動地方公共建設的立基（郁建興、高翔 2012；Zhu 2004 ）。土地財政的觀點，重

新將地方政府的自主性（autonomy）重新帶回分析的框架；不過，受限於中國威權政體的分

析框架，土地財政對於地方政治所帶來的影響為何？較非研究中國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然

而，此一觀點則是啟發了本研究重新將地方政府帶回土地開發的分析核心框架中；並將此一

議題作為分析解嚴後苗栗客庄地區的地方政治發展脈絡。通過此一土地財政的理論觀點啟

發，本研究一方面試圖聚焦於當代台灣地方政府推行土地徵收的內在機制；另一方面，試圖

通過苗栗縣的個案，說明地方政府在推行土地開發之後，對於地方財政以及地方政治所帶來

的可能影響。 

                                                   
17 在台灣 早使用金權政治，並且將其應用在都市發展的研究學者為陳東升。在其著作中，陳東升的《金權城

市》說明了政商關係如何影響台北都會地區的土地開發與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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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研究採兼具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首先搜集全國各地方政府之統計數據，針對地方政

府之行為進行一般化之統計分析；後根據分析結果，以苗栗縣之土地開發為個案，針對與個

案相關之首長、政府官員、民意代表等利害關係人進行深度訪談，嘗試勾勒苗栗個案之特別

之處。研究方法之說明整理如下： 

（一）研究方法 

1. 統計分析 

  基於文獻中有關金權政治與土地財政兩種不同觀點的理論假設，本研究首先嘗試以量化

統計方法，針對上述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整理成以下兩個不同的命題： 

命題一、地方政府行為是受到政商關係或資本家影響，土地徵收是服務於資本家。 

命題二、地方政府行為是其自主性行為，地方政府為了汲取地方財政稅收，通過土地徵收地

方政府得以取得地方公共建設所需的財源。 

針對上述兩個命題，以及根據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政府統計資料，將上述兩個命題依照不同的

變數形成兩個假設： 

假設一、  土地徵收 (t) =  營建業營收(t) + 經濟發展支出(t) + 地方政府自主歲收(t) ＋ 前任地

方執政黨+ 中央執政黨 + 國內生產總額(t) ＋失業率(t) ＋對中貿易依賴度(t)  

假設二、地方政府自主歲收 ＝ 土地徵收 (t) ＋營建業營收(t) ＋ 前任地方執政黨+ 中央執政

黨 + 國內生產總額(t) ＋失業率(t) ＋對中貿易依賴度(t)  

在檢定完金權政治與土地財政之命題後，本研究進一步檢定其與地方政府財政稅收之間的內

在機制，並進一步檢定下述三個假設： 

假設三、建築面積(t) = 土地徵收 (t)＋ 營建業營收(t) ＋  前任地方執政黨+ 中央執政黨 + 國內

生產總額(t) ＋失業率(t) ＋對中貿易依賴度(t)  

假設四、土地稅收(t)＋房屋稅收(t)＋財產收入(t) = 建築面積 (t)＋住宅面積 (t)＋ 商業面積 (t)
＋商業面積(t)＋辦公室面積 (t) + 國內生產總額(t) ＋失業率(t) ＋對中貿易依賴度(t) 

假設五、地方政府自主歲收(t) ＝土地稅收(t)＋房屋稅收(t)＋財產收入(t)+ 國內生產總額(t) ＋
失業率(t) ＋對中貿易依賴度(t) 

在檢定完地方政府行為與土地徵收的關聯性之後，本研究試圖進一步檢視地方政府行為與地

方民主之關聯性。因此，進一步設立如下假設： 

假設六、國民黨/ 民進黨 政黨得票率 ＝土地徵收(t)＋營建業營收(t)＋經濟發展支出(t)＋建築

面積(t)＋住宅面積(t)＋商業面積(t)、工業面積(t)、辦公室面積(t)＋ 國內生產總額(t) ＋失業

率(t) ＋對中貿易依賴度(t)＋地方國民黨/民進黨 或 中央國民黨/民進黨 

假設七、土地徵收(t)＋營建業營收(t)＋經濟發展支出(t) ＝地方國民黨/民進黨 或 中央國民黨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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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數說明 

  設一，本研究將地方政府的土地徵收行為視為依變項，營建業的營收、地方政府的經濟

發展支出以及地方政府的自主歲收視為自變項。其中，土地徵收為政府施行一般徵收、區段

徵收以及市地重劃的面積總和；營建業營收為有政府登記之建築營造公司之歷年營收總和；

地方政府的自主歲收為地方政府的總歲收扣除中央政府的補助及協助收入。另外，民主政府

的執政多受到利任執政黨以及中央政府執政黨的影響，因此將其視為控制變數。而總體經濟

之影響，包含：國內生產總額、失業率以及台灣對中國貿易依賴度在此一命題中，亦視為控

制變數。（參照：表格 1） 

  而在假設二中，將地方政府的自主歲收視為依變項，地方政府的土地徵收行為、營建業

營收視為自變項。前任地方執政黨、中央政府執政黨以及總體經濟變數：國內生產總額，失

業率以及台灣對中國貿易依賴度亦視為控制變數。 

  在假設三中，將政府核發的建築使用執照樓地板總面積為依變項，土地徵收、營建業營

收為自變項。前任地方執政黨、中央政府執政黨 、總體經濟變數為控制變數。假設四中，

土地稅收、房屋稅收以及財產收入為依變項，建築使用執照樓地板總面積、建築使用執照住

宅類、商業類、工業類以及辦公室面積為自變項，總體經濟變數為控制變數。此一命題之方

程式用以檢定是政府的土地徵收行為抑或是建築營建企業影響建築使用執照樓地板總面積。

其中，土地稅收為地方政府之淨土地稅收，包含土地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為地方政府之

淨房屋稅收；財產收入為地方政府之財產收入，其中包含土地等財產。假設五中，則進一步

將地方政府自主歲收為依變項，土地稅收、房屋稅收、財產收入為自變項，總體經濟變數為

控制變數；用以檢定關乎地方政府稅收的土地稅收、房屋稅收，以及徵地後取得的土地資產

是否影響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歲收，藉以說明地方政府的土地開發行為後對於其地方政府的財

政歲收所帶來的效應。（參照：表二、） 

  假設六中，進一步將國民黨與民進黨地方選舉之得票率視為依變項，土地徵收、營建業

營收、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支出、建築面積、住宅面積、商業面積、工業面積、辦公室面積

視為自變數；國內生產總額、失業率以及對中貿易依賴度為控制變數。其中，國民黨與民進

黨之地方選舉得票率為自 1992 年以來，包含區域立法委員以及地方縣市首長之選舉的政黨

得票率，用以作為地方民主發展狀況之指標。透過此一假設，本研究得以檢驗是地方政府的

徵地行為或是建築營造業的營收影響地方選舉的結果。此外，此假設也將地方前任執政者之

所屬政黨以及中央政府之執政黨則視為控制變項。（參照：表二、） 

  後，在假設七中，本研究將土地徵收、營建業營收、地方政府之經濟發展支出為依變

相，地方執政者與中央執政者之所屬政黨為自變項，總體經濟變數：國內生產總額、失業

率、對中貿易依賴度為控制變項。用以檢驗中央與地方所屬的執政者政黨中對於地方政府的

徵地行為抑或是建築業營收影響較大。 

（2） 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各地方政府行為相關資料包含：土地徵收、土地稅收、房屋稅收、財產收入、

地方歲入、經濟發展、建築面積、住宅面積、商業面積、工業面積、辦公室面積均為政府公

開之統計資料（詳 表格 1、資料來源）。總體經濟變數包含：GDP（國內生產毛額）、失業

率、對中貿易依賴度為行政院主計處之統計資料。有關選舉得票之數據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公

開之資料，缺漏之部分以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之資料補足。有關營建業營收之資料為中華

徵信所之台灣五千大企業中營建業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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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變數對照表與資料來源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資料來源 

民進黨 1992-2015 年之民進黨於地方層級之選舉

政黨得票率。地方層級之選舉包含地方

首長選舉與立法委員會舉。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2.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1） 

國民黨 1992-2015 年之國民黨於地方層級之選舉

政黨得票率。地方層級之選舉包含地方

首場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2.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1） 

土地徵收 1992-2015 年之縣市層級之土地徵收總面

積（單位：公頃）：其中包含一般徵

收、區段徵收以及市地重劃總面積。 

1.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http://sta-
tis.moi.gov.tw/micst/stmain.jsp?sys=100） 

土地稅收 1992-2015 年之縣市層級之土地稅收總額

（單位：新台幣  元），其中包含地價

稅、土地增值稅、田賦。 

1.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http://web02.mof.gov.tw/njs-
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房屋稅收 1992-2015 年之縣市層級房屋稅收總額

（單位：新台幣 元）。 
1.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http://web02.mof.gov.tw/njs-
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財產收入 1992-2015 年之縣市層級財產收入（單

位：新台幣 元）。 
1.縣市層級之地方政府統計年報 

地方歲入 1992-2015 年之縣市層級的地方政府之年

度歲入數據（單位：元）：其主要為地

方政府之總歲入扣除中央政府之補助及

協助收入之數據 

1.縣市層級之地方政府統計年報 / 

2.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http://web02.mof.gov.tw/njs-
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經濟發展 1992-2015 年之縣市層級之歲出經濟發展

支出（單位：新台幣 元）。 
1. 縣市層級之地方政府統計年報 

營造營收 1992-2015 年之各縣市登記之營造公司之

營業營收總額（單位：新台幣 元）。 
1.中華徵信 5000 大企業資料庫。 

建築面積 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樓地板總面

積。（單位：平方公尺） 
1.內政部營建署 

住宅面積 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住宅類樓地

板總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1.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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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面積 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商業類樓地

板總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1.內政部營建署 

工業面積 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工業類樓地

板總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1.內政部營建署 

辦公室 
面積 

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辦公室類樓

地板總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1.內政部營建署 

GDP 國內生產總額 1.行政院主計處

（ https://www.dgbas.gov.tw/mp.asp?mp=1） 

失業率 失業率（%）=失業者/勞動力*100% 1.行政院主計處

（https://www.dgbas.gov.tw/mp.asp?mp=1） 

對中貿易 對中國貿易依賴度= 對中國進出口總額/
台灣進出口總額 

1.財政部關務局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01） 

投票率 實際投票人口/合格投票人口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地方-無黨 地方政府執政者所屬政黨為無黨籍=0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地方- 

國民黨 

地方政府執政者所屬政黨為國民黨籍=1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地方- 

民進黨 

地方政府執政者所屬政黨為國民黨籍=2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中央- 

國民黨 

中央政府執政者所屬政黨為國民黨籍=0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中央- 

民進黨 

中央政府執政者所屬政黨為民進黨籍=1 1.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db.cec.gov.tw/） 

2010 升格 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台中縣與台中市

合併升格為台中市；台南縣與台南市合

併升格為台南市；高雄縣與高雄市合併

升格為台南市。台北市升格為台北市。

桃園縣於 2015 年升格為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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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度訪談 

  本研究除了以統計數據進行分析之外，亦針對與苗栗縣土地開發有關之首長、政府官

員、民意代表與利害關係人共計十一人，於 106 年二月至八月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所進行

之訪談地點與受訪者背景整理如下： 

 

表三、 受訪者之編號與背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受訪者

編號 
地點 受訪者 背景 

A 苗栗縣公館鄉 韓鴻恩 前苗栗縣建設局長 

B 苗栗縣竹南鎮 林水堂 苗栗劉派成員 

C 新竹市香山區 解鴻年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 

D 苗栗縣後龍鎮 李乙廷 前苗栗縣立法委員 

E 苗栗縣苗栗市 邱宏城 苗栗縣政府工商科 

F 苗栗縣竹南鎮 陳伯印 新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G 苗栗縣竹南鎮 林欽松 前苗栗縣議員 

H 苗栗縣竹南鎮 林春聯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里民 
（特定計畫區內地主） 

I 苗栗縣竹南鎮 鄭桓圭 前工研會計資源中心主任 

J 苗栗縣公館鄉 傅學鵬 前苗栗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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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	

1. 土地徵收與地方財政 

(1) 統計分析 

  通過各變數之簡單相關係數檢定之後，本研究發現，土地徵收與營建營收的簡單相關係

數為-0.108 且達顯著相關。而土地徵收與營建營收與地方歲入變數之簡單相關係數亦為顯著

正相關，分別為 0.315 與 0.528。顯示，土地徵收與營建營收可能存在某種因果解釋關係，

不過因為簡單相關係數為負值，表示此兩變數之間的關係是負相關。而土地徵收與營建營收

對於地方政府之自主歲入都為顯著正相關，顯示金權政治或土地財政命題都可能影響地方政

府的財政自主歲收。除此之外，土地徵收與建築面積、住宅面積、商業面積、工業面積以及

辦公面積皆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510、0.375、0.325、0.457 以及 0.402；而營建

營收與建築面積、住宅面積、工業面積以及辦公室面積亦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316、0.404、0.154 以及 0.286。此亦顯示，金權政治與土地財政命題亦都有可能影響建築

樓地板面積擴張。（參照：表格四、 各變數間之簡單相關係數） 

 

表四、 各變數間之簡單相關係數 

 
建築 
面積 

住宅 
面積 

商業 
面積 

工業 
面積 

辦公 
面積 

土地 
徵收 

土地 
稅收 

房屋 
稅收 

地方 
歲入 

財產 
收入 

經濟 
支出 

營建 
營收 

土地徵收 
0.510* 0.375

* 
0.325
* 

0.457
* 

0.402
* 

1.000       

土地稅收 
0.891* 0.831

* 
0.466
* 

0.664
* 

0.726
* 

0.369* 1.000      

房屋稅收 
0.853* 0.808

* 
0.363
* 

0.688
* 

0.715
* 

0.401* 0.953* 1.000     

地方歲入 
0.798* 0.760

* 
0.364
* 

0.593
* 

0.706
* 

0.315* 0.929* 0.941* 1.000    

財產收入 
0.556* 0.477

* 
0.410
* 

0.219
* 

0.472
* 

0.065 0.613* 0.501* 0.598
* 

1.000   

經濟支出 
0.037 0.101

* 
-
0.224
* 

0.207
* 

0.152
* 

0.030 0.185* 0.372* 0.382
* 

-
0.166* 

1.000  

營建營收 
0.316* 0.404

* 
0.031 0.154

* 
0.286
* 

-
0.108* 

0.445* 0.485* 0.528
* 

0.315* 0.40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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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
0.162* 

0.008 -
0.450
* 

0.087 -
0.119
* 

-
0.277* 

-0.012 0.133* 0.152
* 

-
0.298* 

0.699* 0.382* 

失業率 
-
0.237* 

-
0.195
* 

-
0.338
* 

-
0.025 

-0.081 -0.041 -
0.136* 

0.084 0.016 -
0.361* 

0.688* 0.246* 

對中貿易 
-
0.163* 

0.049 -
0.480
* 

0.084 -
0.111
* 

-
0.238* 

-0.026 0.126* 0.129
* 

-
0.379* 

0.672* 0.345* 

升格 0.302* 0.366
* 

0.050 0.193
* 

0.262
* 

0.045 0.395* 0.426* 0.495
* 

0.290* 0.272* 0.387* 

* p<0.05             

 

  在通過各變數之間的簡單相關係數檢定之後，本研究進一步以固定效益模型（Fix-effect 
model）之統計迴歸分析檢定各變數之間的關係。經過迴歸檢定假設一後發現，營造營收與

土地徵收之間並無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為 0.034；而土地徵收與地方歲入為顯著正相關，相

關係數為 0.013。換言之，地方政府的徵地行為與營造業營收並無統計上的相關性，而地方

政府的徵地行為，卻會影響地方政府的自主歲收。不過，地方政府的徵地行為是透過什麼機

制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歲收呢？本研究進一步檢定了假設三、假設四以及假設五。發現土地

徵收與建築面積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0.031；但營造營收與建築面積並無顯著相關。

而建築面積又與土地稅收以及財產收入兩個變數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102 以及

0.547；而建築面積中的辦公室類面積則與房屋稅收程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0.025。地方

政府的徵地行為，將影響建築營造的總面積，而建築營造總面積，將分別影響地方政府的土

地稅收、房屋稅收以及財產收入。而在假設五的檢定中，本研究發現土地稅收、房屋稅收以

及財產收入皆與地方歲入之數著為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395、0.569、0.051。也就是

說，土地稅收、房屋稅收以及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對於地方政府的自主歲收有統計上顯著

性的影響。（參照：表格 2.2、模型一：土地徵收、營造營收與地方歲入之固定效益迴歸模

型分析） 

  綜合而言，通過假設一、二、三、四以及五的檢定，本研究發現，由土地徵收所反映的

土地財政命題，較符合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假設；金權政治的命題，在目前的統計數據上並

無法說明，其對於地方政府的徵地行為，具有什麼明顯的影響。而如果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

較符合土地財政的命題，那麼其又是投過什麼機制在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歲收呢？本研究進

一步發現，地方政府的土地徵收行為，確實會影響地方建築營建的面積擴張，且建築營建面

積擴張之後，透過地方政府的土地稅收、房屋稅收以及財產收入三個主要的機制在影響地方

政府的財政收入。換言之，從上述五個假設的檢定中，本研究認為台灣地方政府的土地徵收

行為確實將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歲收；且此種歲收方式，也可能是真正驅使其推動土地開發

的主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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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模型一：土地徵收、營造營收與地方歲入之固定效益迴歸模型分析 

 

 (2) 訪談發現 

  在說明了地方政府推動徵地的可能內在機制之後，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試圖進一步了

解就實務操作上，地方政府如後通過土地開發藉以籌措地方公共建設的財源，同時可以取得

公共建設所需要的土地。 

 土地

徵收 
經濟

支出 
營造

營收 
建築

面積 
土地

稅收 
房屋稅收 財產收入 地方歲入 

建築面積 
0.515 -0.171 -0.345  0.102* 0.036 0.547** 0.003 

住宅面積 -0.263 -0.042 0.361 0.448*** 0.034 -0.025 -0.236* 0.019 

商業面積 -0.076* 0.026 -0.081 0.033*** 0.011 -0.003 -0.028 -0.002 

工業面積 0.002 0.145** -0.066 0.039*** 0.008 0.003 0.040 0.001 

辦公面積 0.141 0.154* -0.093 0.080*** -0.014 0.026*** 0.040 -0.020* 

土地徵收  -0.067 0.115 0.031*** -0.002 0.002 -0.068* 0.013* 

營造營收 0.034 -0.017  -0.009 -0.001 0.001 -0.019 0.004 

經濟支出 0.198***  0.259** -0.001 -0.035*** 0.007 -0.041 0.032*** 

土地稅收 -0.250 -1.015*** -0.003 0.104*  0.030 -0.417* 0.395*** 

房屋稅收 1.255 1.905** -0.357 0.173 0.141  -2.491*** 0.569*** 

財產收入 -0.094 0.003 -0.188 0.039** -0.029* -0.037***  0.051*** 

地方歲入 0.443 0.993** -0.185 0.005 0.717*** 0.219*** 1.332***  

地方- 
國民黨 

-1.328* 0.419 2.382** 0.283*** -0.158 0.033 -0.420 0.062 

地方- 
民進黨 

-1.738** 0.245 1.439 0.288*** -0.054 0.055 -0.594 -0.003 

中央- 
民進黨 

0.257 0.885*** -1.655*** 0.014 -0.103*** -0.055*** -0.648*** 0.041 

升格 0.298 -0.970** -0.328 -0.048 -0.006 0.238*** 0.914*** 0.093* 

_cons 49.486** -
93.944*** 

-
106.192**

* 

-5.122* 1.588 9.721*** 9.426 1.589 

N 442 442 465 442 442 442 442 442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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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於 106 年二月至七月期間針對涉及苗栗地方政府推動的都市計畫與土地開發利害

關係人進行訪談，受訪者包含前任縣長、前建設局局長、立法委員、縣議員以及不動產開發

公司等。針對地方政府如何推動土地開發，並從中取得土地與土地開發之財源的機制，整理

如下：一、區段徵收與金融借貸。受訪者Ａ指出，地方政府要推動都市計畫並不容易，主要

是地方政府自己的預算有限，推動公共建設都需要中央資源的協助；後來中央政府要求地方

政府的公共建設要有自籌款，對地方政府來說，像都市計畫這一類涉及土地等重劃的公共建

設，多半透過土地開發過程中所取得的土地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貸，取得公共建設所需要的

自籌資金。舉例來說，地方政府辦理新定開發的都市計畫時，被要求要用「區段徵收」進行

徵地；「區段徵收」機制中的「抵價地」，就是政府徵收後所得到的權利價值可以拿去向金

融機構融資，這種機制使得地方政府在財政能力受限的情況下，先行推動土地徵收。待政府

徵收完土地之後，可將徵收完的土地進行處分，再將處分後的收入歸還給借貸機構。換言

之，在現行地方政府的財政限制下，「區段徵收」中的「抵價地」機制，是地方政府得以突

破既有財政限制並推動土地徵收的一個關鍵渠道。二、都市發展與財政歲收。除此了區段徵

收的特殊機制之外，受訪者Ｊ亦指出，地方政府將原有的農地進行重劃後，政府得以對土地

進行土地與房屋稅的課徵，地方政府一方面因為稅基的擴大使得財政稅收得以增加，另一方

面都市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可能使得當地的土地與房屋價值增值，而這些都將使得地方

政府的歲收增加。（參照：圖一、）不過，受訪者Ａ與Ｊ都強調，並非地方政府所推動的重

劃都會成功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換言之，也有許多地方的都市計畫推動之後，住宅與商家進

駐的情況並不如預期，連帶使得地方政府向金融機構借的貸款，未必能夠償還。而如果地方

政府持續借款推動土地開發，未能顧及其債務還款能力，將可能對地方政府造成嚴重的財政

負擔。（參照：圖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 2005-2010 年間劉政鴻擔任縣長期間苗栗

縣政府公共債務大量增加的原因，換言之，地方政府土地開發的借貸機制，形成另一種政府

的「舉債」機制，藉以推動公共建設，然而，當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設短期內並不如其所預期

的發展時，大量公共債務的累積即是可能帶來的後果。 

  然而，地方政府在選定都市計畫或土地開發的位置時，是否有其為特定利益的取向、如

同金權政治中對於地方政府行為的政商利益假設呢？受訪者Ｉ以及Ｃ皆告訴我們，如果以苗

栗竹南科學園區的選址為例，當時候的選址比較是地理區位的考量；特別是竹南的位置較接

近新竹科學園區，且其周邊的腹地較足以做為未來科學工業區與都市發展的需求。而受訪者

F 亦從不動產市場發展的觀點中，認為，竹南大埔里周邊鄰近頭份市區，較有都市發展的潛

力。換言之，從三位受訪者的觀點中，皆認為，地方政府在此一選址過程中，開發位置本身

的地理條件區位，較是政府後來選擇於此開發科學園區的關鍵因素。而後來科學園區周邊的

都市計畫開發，實際上也只是延續著已經被決定的園區位置以持續推動都市發展。這使本研

究歸結第三個論點：政府的自主性主導都市計畫。換言之，不論從數據的實證分析，或是從

受訪者的觀點中，皆得到政府自主性較能夠左右都市計畫與土地開發走向的結論。然而，政

治人物本身從中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利益嗎？受訪者Ｂ以及Ｄ分別以 2005 年苗栗縣長選舉為

例，說明地方政府所能夠主導的土地開發如何成為地方選舉中，不同陣營選舉交換的利益。

受訪者Ｂ更明確指出，當時候原本無法整合的「劉、黃」聯軍，即是在派系領導人願意以當

選後能夠主導苗栗縣境內的土地開發為利益交換，繼而整合了當時候國民黨陣營的候選人。

這使得，土地開發的利益，不單成為地方派系選舉結盟時的關鍵，更成為了左右地方政治局

勢發展的一種觀點。不過，地方政治人物透過地方政府的都市計畫主導了地方政府推行土地

開發的走向，是否就必然帶來政權上的延續與支持？受訪者Ｅ、Ｇ以及Ｈ不這麼認為。雖然

2005 年的選舉結果延續了先前的地方政權，然而，受到 2010 年前後的公民運動（例如：太

陽花運動）等影響，國民黨雖然能夠在地方持續執政，但派系的影響力卻也持續在衰微中。

換言之，即使土地開發的利益暫時成為地方派系結盟的關鍵，但地方政治的發展，顯然也更

受到其他變數的影響；不過，受到本研究訪談的限制，此些變數並非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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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而言，地方政府透過土地徵收推動都市計畫等公共建設，受既有的政府財政限制所

影響，使得地方政府通過例如區段徵收等抵價地的制度得以自籌土地開發的財源。然而，以

苗栗縣而言，雖然地方政府通過土地開發的金融借貸得以順利推動公共建設，但若公共建設

的效益不如其當初的預期，那麼將為地方政府累積大量的公共債務。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雖

然能夠一定程度上的左右都市計畫的走向，且地方上的土地開發利益也是地方派系結盟的一

種交換利益，但派系是否能夠藉此延續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就受訪者所指出的觀點，可能未

必如此。不過，就目前為止也僅以苗栗縣的個案做為深入探討的依據，土地開發與地方民主

之間的關係，實仍需要更多不同縣市的個案進行比較與分析。是以，本研究在說明了地方政

府推行土地開發的內在機制後，嘗試再以數據分析，進一步探討土地開發與地方民主發展之

間的關係。 

圖一、地方政府土地開發與地價變動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二、 苗栗縣政府歷年的地方政府自主歲入、土地財政收入、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以及土地

徵收面積的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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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徵收與地方民主 

  在說明了政府的徵地行為與地方政府財政歲收的關聯性，並輔以深度訪談指出「區段徵

收」的抵價地制度作為地方政府受限於中央地方政府財政結構預算下的融資渠道之後，本研

究將進一步透過統計分析檢定土地徵收與地方民主之間的關聯性。誠如前述，本研究以國民

黨、民進黨自 1992 年至 2015 年，於區域立法委員以及地方首長選舉之政黨選舉得票率作為

地方民主發展的指標。通過假設六、以及假設七的檢定，檢定兩者之間的關聯性。經過固定

效應模型迴歸分析，發現工業面積與民進黨的得票率是顯著正相關（p<0.05），相關係數分

別為 1.765、1.854、1.933、2.239、2.126、2.140。而國民黨的得票率則是與住宅面積是顯著

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145.517、143.520。不過，建築面積與國民黨的得票率則是顯著負相

關，相關係數為-222.559、-229.589。也就是說，對民進黨而言，工業面積的擴張能有助於

其地方選舉得票的增加；但對於國民黨而言，建築總面積的增加與住宅面積增加所帶來的效

果並不一致。此外，對民進黨的地方選舉得票率而言，經濟支出也與其是顯著正相關的，相

關係數為 2.522 以及 2.244。換言之，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支出越多，對於民進黨地方選舉

的得票是有幫助的。不過，經濟發展支出對於國民黨的選舉得票率則並不明顯；反過來說，

GDP 的增長與國民黨的得票率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1836.718、1550.530 以及

1617.830。從此可以進一步得知，對於國民黨與民進黨於地方層級的選舉結果來說，民進黨

的選舉得票較受地方治理因素的經濟發展支出所影響，而國民黨的選舉得票則較受總體經濟

因素的 GDP 所影響。國民黨與民進黨於地方層級的選舉中，影響其選票結果的機制並不一

致。（參照表六、 模型二：各變數對民進黨與國民黨地方選舉得票率固定效應迴歸分析） 

  反過來說，誰執政時較容易推動徵地呢？而其地方治理的效果又有什麼不同呢？通過假

設七的檢定，本研究發現，在地方層級中，無黨籍與國民黨越執政的地方土地徵收越多，相

關係數為-1.328 且為顯著相關。但在中央層級的執政者中，所屬政黨與土地徵收並無顯著的

關聯性。另一方面，在地方層級執政中，越是由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則營造業的營收以及

建築面積的擴大則越是明顯，相關係數分別為 2.382 以及 0.288，皆達顯著水準。而當中央

政府為國民黨執政時，對於營造業的營收、土地稅的稅收、房屋稅收以及財產收入都是顯著

的增加，相關係數為-1.655、-0.103、-0.055、-0.548。而若是民進黨於中央執政時，則地方

政府的經濟發展支出為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為 0.885。換言之，如果地方政府的執政者為國

民黨時，其一方面較容易推動土地徵收，而通過前述土地財政機制亦說明了，其亦較可能依

賴土地財政機制來維持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不過，就選舉結果來看，即使由國民黨執政的

地方政府透過土地財政維繫了地方的公共治理，也未必能有正面的效果。而如果地方執政縣

市為民進黨者，其雖然並未透過土地財政取得推動地方公共建設的財源，然而透過其他政府

行為手段，亦可能有效促進建築營造業的發展，同樣將有助於其財政歲收。而就選舉結果來

看，如果民進黨所屬的地方政府將所收到的歲收投入經濟發展支出項目，將有助於其選舉的

結果（就實證結果來看，地方歲入與經濟支出的相關係數亦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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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六、 模型二：各變數對民進黨與國民黨地方選舉得票率固定效應迴歸分析 

 
民進

黨 
民進

黨 
民進

黨 
民進

黨 
民進

黨 
民進

黨 
國民

黨 
國民

黨 
國民

黨 
國民

黨 
國民

黨 
國民

黨 

建築

面積  -0.735 -3.084 -5.636 -3.423 -3.966  -67.146 -
140.812 

-
211.198 

-
222.559

* 

-
229.589

* 

住宅

面積 -0.700  1.454 2.378 1.525 1.362 12.867  101.166 136.264 145.517
* 

143.520
* 

商業

面積 -0.504 -0.276  0.027 -0.130 -0.092 12.635 21.092  25.128 23.659 24.222 

工業

面積 1.765** 1.854** 1.933** 2.239**
* 

2.126**
* 

2.140**
* 12.544 22.194 21.609 23.279 20.264 20.176 

辦公

面積 -1.423 -1.773 -1.205  -1.714 -1.548 -14.646 -16.415 -8.761  -8.533 -6.145 

營造

營收 0.244 0.324 0.228    -13.100 -10.475 -14.346 -13.820   

土地

徵收 -0.608  -0.449 -0.111 -0.007 0.217 -39.091  -33.653 -30.585 -33.142 -30.316 

經濟

支出 2.522* 2.244* 2.008 1.046 0.847 1.067 -27.312 -57.181 -41.728 -41.236 0.049 2.771 

投票

率 0.160 0.169 0.157 0.265 0.284* 0.256 2.996 3.308 3.782 2.956 2.390 1.990 

GDP -16.356 -17.827 -13.116 -9.664 -7.727 -11.818 1623.15
1 

1836.71
8* 

1650.53
0* 

1617.83
0* 381.199 330.299 

失業

率 -2.611 -2.409 -1.648 -0.552 -0.931 -0.668 29.873 67.829 56.089 56.051 -25.818 -22.326 

對中

貿易 -0.081 0.015 -0.155 -0.073 -0.034 0.080 -16.367 -14.805 -21.347 -20.380 -7.064 -5.608 

_cons 259.719 338.525 247.205 153.052 146.842 180.047 
-

16507.6
80 

-
17807.6

64 

-
16788.6

27 

-
17569.1

73 

-
1862.32

1 

-
1459.06

2 

N 196 196 196 242 242 242 196 196 196 196 242 242 

* 
p<0.05             

 

  綜合而言，本研究經過全國各縣市自 1992 年至 2015 的統計數據分析得知，台灣地方政

府的徵地行為，較接近土地財政所指出的政府行為邏輯。當代台灣的地方政府通過土地開發

的機制，增進了地方政府的自主財政歲收；通過針對苗栗縣境內涉及政府推動土地開發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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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的訪談中，進一步得到了此一觀點的佐證。而在本研究進一步的深度訪談後，得知當

代台灣土地制度中的「區段徵收」制度中的「抵價地」機制，使得地方政府得以突破既有中

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框架限制，讓地方政府一方面取得公共建設所需的土地，一方面又得以

向金融機構融資籌措資金推動公共建設。而由地方政府所推動土地開發所帶來的結果，經過

數據的檢定得知，即是地方政府的自主財政歲收得以提升。 

  然而，即使台灣的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機制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但其對於

地方民主所帶來的效果，也將因為所屬不同的政黨，以及不同政黨下所採取不同的施政行為

而有不同的結果。如果所屬政黨為民進黨的地方執政者選舉結果，較受到地方治理所帶來的

效果而影響，而所屬政黨為國民黨的地方執政者選舉結果則較受到總體經濟效應的影響。換

言之，假設一個所屬政黨為國民黨的地方政府，其因為通過土地財政而增進了其地方財政的

自主性；不過，自主性的提升則未必能為其所屬政黨的選舉帶來正面的效果。若以苗栗縣的

個案來說，從前述的圖二、中可以看見土地徵收面積增長趨勢與地方政府的自主歲入之間呈

現趨勢上的正相關係（例如：2000 年前以及 2014 年前），不過，若從土地徵收與國民黨與

民進黨的選舉得票結果來看，國民黨的得票率則是逐年趨緩。而由苗栗的個案或許無法說

明，既有因徵地機制所形成的土地財政能左右地方民主的發展（繼而挑戰既有的客家研究傳

統中的「族群政治」觀點），不過，從苗栗的個案卻可以較明顯的看出，通過土地財政機制

之後，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可能有所提升；然而，就選舉結果來說，雖然財政自主性提升

了，但地方政府仍需仰賴徵地以外的其他作為，藉以提高民眾的支持度（例如：經濟發展支

出）。 

圖三、  苗栗縣歷年土地徵收與國民黨、民進黨得票率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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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嘗試通過量化與質化方法，重新檢視當代苗栗的地方政治發展與地方治理的現

況。通過對於地方派系、土地開發以及財政治理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發現，就當代台

灣地方政府的一般性情況而言，地方政府的土地開發與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歲收有高度的關聯

性，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台灣地方政府推動土地開發背後的行為邏輯是為「土地財政」。

換言之，因土地徵收所帶來的稅收，是地方政府推動土地開發後獲得的 大效益。實地參與

地方公共建設規劃與執行的受訪者，亦明確指出了當代台灣土地制度中的區段徵收制度，其

透過抵價地的機制，使得地方政府得以突破既有財政結構而得以自行推動地方公共建設。然

而，就實證結果來看，地方不同的執政黨因為推動徵地而對其選舉得票結果有不同的影響；

雖然就統計數據上，無法看見徵地與選票直接的關聯性，但我們卻可以從地方政府推動經濟

發展的行為中，看見其對於地方政治所可帶來的影響。對民進黨來說，其地方選舉的得票率

是可能受到地方政府所推動的經濟發展建設所影響的。反過來說，國民黨執政的地方政府選

舉得票率雖然不受到經濟發展建設等地方治理因素的影像，但卻可能受到總體經濟因素，例

如：國內生產總額(GDP）的影響。這進一步說明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地方層級的選舉結

果中，分別受到不同機制的左右。 

  不過，不同政黨執政會影響地方政府的徵地行為嗎？從數據上的檢驗，本研究也發現，

國民黨執政的地方政府推動徵地的機會較大。反過來說，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徵地行為從

數據上來看並不明顯。然而，如果從推動徵地及其所帶來的選舉結果，卻可以發現一個特別

的結論即是，即使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徵地，也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但其選舉結果

卻未必都是正面的（目前的數據是無相關的）。反過來說，即使地方政府推動徵地，而將提

升後的自主財政資源，集中於例如，經濟發展建設上，則對於地方政府所屬執政黨的選票效

果則是明顯正相關的（例如：民進黨。）。從苗栗的個案中，可以看見的是，自解嚴以來由

國民黨持續執政的苗栗，就土地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歲收（圖二、）的關聯性趨勢上，可以

看見徵地與其地方財政自主性的正相關係；然而，即使財政自主性提升了，就其選舉的效果

就長期來看，未必是正面效果（圖三、）。反過來說，若以民進黨執政的地方縣市來說，可

以看見的是，其或許未必積極推動土地徵收，但卻可能透過其他方式促進建築營建面積的增

加，進而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歲收，同時增進地方政府施政作為的自主性。更重要的

是，若地方政府能在此一前提之下，採取有效的施政作為，將有助於民眾於選舉時期的支

持。換言之，真正的關鍵仍在於財政自主性提升之後，所做的施政作為為何。 

  綜合而言，本研究目前嘗試透過「土地財政」的邏輯，說明晚近苗栗地方政治中，派

系、土地開發與財政治理的關係。通過量化與質化的研究發現，解嚴後的苗栗地方政治，受

到中央與地方財政結構下的限制，使得主政者若要推動公共建設需通過土地開發的機制來進

行。於 2002 年至 2010 年擔任苗栗縣長的劉政鴻，某種程度上亦可能是掌握了此一機制，藉

以推動地方公共建設。而從全國各地方政府的徵地數據與財政治理結果來說，苗栗縣政府的

行為也與各地方政府的行為，相當一致（圖四、全國各地方政府平均土地徵收面積與平均地

方政府歲入關係圖）。相較於於既有研究多半從「金權政治」觀點來說明當代台灣地方政府

推動徵地的背後動機，本研究認為「土地財政」更接近於實際上的情況。而台灣地方政府的

土地財政行為，在財政上的效應上來說，可以看見其並非正面的（例如：苗栗縣政府的公共

債務未償餘額逐年攀升）；若就地方民主的發展結果來說，似乎也未必能夠有直接的效果

（若就選舉得票率而言）。換言之，土地財政縱使為台灣的地方政府（例如苗栗縣）促進地

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但其對於執政者的選舉結果，也未必帶來直接正面的效益。這使得，

地方政府在提高財政自主性之後，該採取什麼措施才能有效於促進其選舉支持度，或許是未

來可以繼續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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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目前的訪談而言，本研究雖然透過全國性的數據檢驗，指出了無黨籍與國民黨

籍的地方政府確實有較高的機會推動土地徵收，然而，若就更細緻的地方派系與土地開發之

間的利害關係，以及其與地方民主發展的關係，則留待更多細緻材料以進行的分析。不過，

本研究試圖指出的是，土地財政機制究竟是因為台灣中央與地方財政結構制度下必然的結

果，還是解嚴後的台灣因選舉競爭所造成的刺激，則需要未來有更多的討論。 

圖四、全國各地方政府平均土地徵收面積與平均地方政府歲入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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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附錄 1. 各變數之描述統計 

變數 觀察值 中位數 標準差 小值 大值 

政黨      

民進黨 221 38.893 13.922 0.000 72.900 

國民黨 221 65.005 303.373 0.000 4550.000 

地方治理效應變數      

土地徵收 465 4.434 1.877 -4.605 7.685 

土地稅收 465 21.858 1.245 18.587 24.836 

房屋稅收 465 20.961 1.163 17.868 23.376 

財產收入 465 18.686 1.588 14.164 23.985 

地方歲入 465 23.274 0.958 21.369 26.126 

經濟發展 465 21.450 2.635 13.940 25.099 

營造營收 465 3.961 4.215 0.000 12.152 

建築面積 465 13.731 1.004 11.311 16.086 

住宅面積 465 12.885 1.079 10.289 15.361 

商業面積 465 10.489 2.525 0.000 15.606 

工業面積 465 11.012 2.136 0.000 14.346 

辦公面積 465 10.656 1.353 6.433 13.964 

總體經濟效應變數      

GDP 465 13.136 0.209 12.743 13.583 

失業率 465 3.917 0.999 1.790 5.850 

對中國貿易 465 14.718 10.715 1.262 30.500 

控制變數      

投票率 219 65.046 6.582 48.570 80.890 

縣市升格 465 0.067 0.250 0.000 1.000 

樣本數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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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訪談逐字稿18 

【受訪者編號 A】：現任公館鄉農會總幹事 韓鴻恩  

我：想了解，當時候做園區的周邊計畫的設想大概是怎麼樣？ 

韓：主要還是，第一個還是希望有一些就業人口。那不能夠跟外縣市脫節，落後太多嘛。第

二個那個地方是跟竹科、新竹科學園區、、竹南、頭份是一個生活圈嘛。當然基於這些理

由。另外，我們跟科學園區的一些局長、常常都會有見面。都有一些聯繫。在縣政方面。所

以會提到科學園區的用地需求呀。一些提供一些土地給業者。大概會有這樣的思考。那時候

科學園區大概也普遍，他們自己內部也認為科學園區的用地，建築那些是不夠的，所以需要

做一些擴大。所以才會有科學園區的擴大。那後來就有竹南科學園區的（設立）…。 

我：那時候選址的過程，您有瞭解嘛？我的意思是說，兩個地方，一個是銅鑼跟後龍，後來

跑出竹南，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韓：這個主要就我剛講的連結嘛。另外就是，服務範圍，然後他的連結性，就比較近啊。因

為你後龍畢竟是在海邊。畢竟是比較遠一點。還有所有的服務設施、各方面，一定是要加倍

的嘛。那尤其是銅鑼，銅鑼當然是更早，那是何縣長時候任內就規劃，那以傅縣長任內，我

們不可能選在那個地方。因為這個東西不是什麼交流道，或是甚麼服務鄉親。他是一個，群

聚效應。當然我們會考慮交通會考慮成本。各方面。當然頭份竹南是首選呀。 

我：應該是說，後來竹科管理局決定要增設在苗栗，四期。 

韓：應該是互相討論拉，不是說竹科管理局，他需要。而是雙方就是說，那時候傅學鵬縣長

他那個任內常常會去拜訪，交通部拉、客委會拉、觀光局拉很多包括科學園區，那我常常會

陪他去。那他們之間在談、在聊，那我就做一些紀錄。所以傅縣長那時候常講，談完之後，

我很快資料就給他，甚至他還沒跟我指示吼。那我就在想，縣長他也需要。一些政績也好、

政見也好。剛剛講的，確實能夠有一些就業帶動地方發展，那剛好科學園區他們也認為需

要。那事實上，科學園區自己本身也做了很多研究，例如他是不是這個使用率的容積、使用

度不夠很多閒置。很多改善、就地，改善等等。都可以增加很多能量、量體。各方面。但是

那時候的想法，大部份都是來自新設、新設，就會有台中的拉、台南的拉。那當然苗栗我們

就會爭取。爭取希望能夠落腳。 

我：那那時候主要爭取主張的立基點是？就近嘛？ 

韓：選址是就近嘛。那這個，也符合科學園區的認知和想法。因為科學園區的總局在那裡，

那剛好可以服務很多各方面的用水拉，那都是要考量的重點。 

我：所以等於說 後確定在銅鑼落腳跟竹南大埔那邊？ 

韓：銅鑼是早先的。那是何縣長任內定的。銅鑼是後續我們再 push， 

我：我有點搞不清楚的是，行政院核定的都是八十六年，公布這兩個場址。都是八十六年。

但中間就是有你剛講的這個後面剛好是傅縣長接任，所以我就不是很清楚，到底那個場址的

位置，那個先後順序是怎麼樣去決定的？誰先、什麼時候決定這件事情。 

                                                   
18 逐字搞中的對話者「我」為傅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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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傅縣長任內，優先是竹南嘛。那時候，整個範圍當然經過督委會大家討論過， 後定

調，那面積、修正嘛。那後來劉縣長任內就冒出什麼大埔呀。那是後來增加的。 

我：這個跟你們當初規劃的？ 

韓：我們當初並沒有規劃。 

我：我後來沒有看要到主要計畫，但有看到解老師他們規劃的涵蓋差不多五百多公頃。 
韓： 早的規劃，研究範圍是很大的。一直到西濱的。那後來 後，整個經過專業、科學園

區一次又一次的討論。那他面積是縮小的。面積縮小。那，後來劉縣長，他應該是跟群創、

還是有一些默契，所以整個流程已經走完了。內政部督委會通過然後公開展覽。後來，好像

公開展覽那天又加了這個大埔五公頃的土地。因為那個走完程序我們是很清楚的。後面我已

經沒有參與了。 

我：後面劉縣長那塊是當初沒有在你們規劃當中？ 

韓：對的。 

我：另外一個比較細節的問題就是，當時候解教授他們有規劃四個方案，其中有一個是以區

段徵收為基礎，那其他幾個是，比方說他有一部分是國有的，崎頂那邊的地嘛。那我好奇的

是， 後所採取的方案跟劉縣長所推動的方案有什麼差別？ 

韓：劉縣長推的部分，我確實已經沒有接觸了。多半是在報章雜誌聽到。我只知道當初沒有

那一塊地，冒出來。那為什麼會？應該都是區段徵收拉，因為真的是，那時候我們多半是主

張市地重劃，因為有個配地呀、各方面。但是當時的內政部都委會相關的，也幾乎新訂的都

市計畫，都一定要區段徵收。所以那時候不能..。所以跟劉縣長任內在持續推動的我個人覺

得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就是方案上是接近的。只是後來有增加了一些土地。那這一塊是

怎麼去，是個案，還是納在整個都市計畫裡面重新公告，這也…不了解。那以當時的都市計

畫已經到了說明會，所有流程都走完，內政部通過，並沒有爭議。 

我：主要是傅縣長跟我說那時候有地方說明會。 

韓：地方說明會辦了很多場。 

我：但是他跟我說公義路以西，的那一側，居民不同意，等於說後來同意的就是劉政鴻開發

的那一塊，有這樣的事情嘛？ 

韓：公義路，就是那個台十三嘛省道（10:38）。你現在講西邊（我：對）可是我們當時通

過應該已經超過東邊那邊了。（我：都有嘛？）對啊對啊、那一條是仁愛路。我印象應該是

謝鎮長，他的工廠已經是在那邊。所以那個整塊。（我：仁愛路是橫的、公義路是直的）

對、對。 

我：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通過的時候，其實兩邊都已經通過了。但是在推行的時候，那就是

在推行的時候中間有一些地方居民在反彈。 

韓：對對對、然後就是大家就是跟園區討論嘛。 後就是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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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可否請總幹事談一下，當時候怎麼設想，當時候解教授有跟我提說你們那時候不是只

有做科學園區的規劃，其實還有整個對苗栗產業發展藍圖，可否稍微跟我們談一下，當時候

的設想。 

韓：那當時是，全面性。因為我當時是在縣政府，不像現在。以前是比較集中。以前我剛到

縣政府當，傅縣長當縣長，半年嘛。我從省政府回來，那時候只有建設局，所以建設局裡面

包括太多了，所有的包括下水道，包括這個觀光、旅遊。全部。因為那時候只有一個局嘛。

那後來才在九十二年以後，分開變成建設局、公路旅遊局兩個局，那現在是三個局了。變成

工商發展。所以那時候我在的時候等於是全面性的。會有，剛剛講的，產業拉、觀光拉、全

部都在一起。所以規劃一定是全面的十八鄉鎮。所以那時候會做很多的一些計畫。包括整體

像苗栗希望是變成一個「花都」。大概有做一些調查。所以大概勝興車站、龍騰斷橋，整個

城鄉風貌的改造，每一處都有點。那時候做的豆腐街、三義的勝興車站、龍騰斷橋，南庄的

這個桂花巷，反正每一個地方都有。包括苑裡藺草等等。那個就整個城鄉風貌的推動。那些

大概都會連結產業嘛。所以那時候參與的不只是解教授，包括張仲堯建築師拉、蠻多那種社

區營造的，都會進來，所以整個包括交通的建設，所以你們要做圓山道、要做錫隘隧道然後

其實很多，我們會發現劉縣長九年，其實幾乎、幾乎是傅縣長那時候（我：延續）已經定調

的。包括你像現在的南橫。你那時候白布帆的義里大橋，都已經做了，施工了、那後段也都

規劃了。像聯合大學都也是成立大學，然後它聯外道路，也做一些規劃。只是後來有些路

線，或者施工方式有一些改變。所以那時候大概是全面性的在推動。像北橫拉、124 拉等

等，那個都在做一些規劃。應該是講交通拉，還有整個環境的改造，社區營造，還有城鄉風

貌的改造，產業等等進去，應該較全面性的在推動。所以有時候分工跟集權，其實就是各有

各的好。那那個時候當然，就是造傅學鵬的想法、政策，就是全面的在推動。包括像很小

的，大同地下停車場、彩繪街，那都是苗栗市邱市長的他爸爸，他們沒有辦法做，邱市長後

來他八年還是沒辦法做。一般來講，社區道路都是鄉公所做，那後來也是我來推，逐步把他

完成。所以應該是全面性的來做。然後觀光的，還有很多商業計畫，都在做。觀光啊、景觀

的這些。包括那個建管的那個騎樓，全面要退縮，都要定調的。 

我：劉縣長任內推蠻多產業園區的建設，好像跟韓總剛剛提的不太一樣？ 

韓：比較沒有深根拉。例如我們在做勝興車站、等等的。我們會跟一些店家，大概都會做一

些合作。討論啊、他們的經營，也是有連結的。那後面的，大部份都是 OT。比較，劉縣長

在推的就是，OT 出去。那那個就是靠，補助嘛。對不對。觀光旅遊給你飯店多少錢、給你

遊客。造成就是說，大家也不是說有利可圖，至少就是降低成本。但是，究竟那些東西不是

能夠持續的。一旦沒有了就沒有了。你免費嘛。那大家就進來。你裡面的內容，不是很好、

不是很吸引人。但是一旦你要消費者付費的時候，原來就沒有利潤了。是這樣的。那我們那

時候做得比較不是大的東西，而是比較線的、面的這樣來做。 

我：那個時候傅縣長有一個說法，他說你們在做科學園區的著眼的是產業面的引進，那我好

奇說，當時候的設想，本來想要引進的是哪些產業？ 

韓：這個部分當時的想法是結合科學園區的需要，因為科學園區會提出需求。那我們多半還

是會尊重。縣政府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其實只是在做都市計畫變更拉、程序，那後續的招

商，建築管理都是科學園區主導。建管都是科學園區。 

我：那個地，區段徵收完之後，地權是到苗栗縣政府還是科管局？ 

韓：嚴格講當然是，那叫做抵價地拉，那抵價地是縣政府啊。那你裡面有規劃除了公共設施

以外，裡面有一個工業用地，科學園區的，另外會有一些服務的設施，那抵價地當然就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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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那不屬於原來地主，或不屬於科學園區要使用的，那個當然就是縣政府所有。那縣

政府所有還是依照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來去規範。所以有些還是可以做為整個商業使

用。有些是作為科學園區廠房的使用。都可以拉。 

我：所以工業用地還是歸縣政府？ 

韓：抵價地都是。因為所有的負擔的開發成本，都是縣政府。但是我們後續，並沒有接觸

拉。我們只是公開展覽到， 後定調，那 後，後面的開發道路系統那些公共設施的建設，

那是劉縣長。 
我：那你剛才講，那個後面開發的，這個流程大概是怎樣？從都市計畫到包含財務面那個流

程大概是怎麼樣。 

韓：所有的財務面等等應該都在都市計畫那個流程裡面都必須要報告要提到。那後面的開

發，那就是外包拉委託拉。那主要就是道路系統拉、管線拉，所有的燈拉，那個都是開標

嗎，發包出去。那個是屬於工程的部分。所以廠商進來，那是工程的部分，那至於那個土地

的分配，到區段徵收，徵收了多少，地價的訂定拉，成本的計算，那應該是縣政府計算的。

大概是這樣。那哪一些要發回給地主、位置、抽籤、分配啊，等等那些都是縣府要去做，那

這個跟你委託的工程開發，應該是分開的。 

我：一般執行都市計畫，縣政府的執行預算來源通常有哪些？ 

韓：剛講的，一般的都市計畫的規劃，設計開發等等，都是要做財務分析、成本分析。所以

它必須是 cover 少，或是他必須要有底價地，賣之後，會賺錢嘛。那這當然跟景氣有關

那。但一般來講，以數字來看，一般政府都是優勢。政府一定賺錢嘛。我們徵地比較便宜

嘛。然後一炒作也好、或是真正的景氣、或是真正發展也好，帶動發展，那後面的抵價地的

價格地價是暴漲，所以政府一定會從這邊來賺錢才對拉。那你剛講是說，預算是從哪裡來？

預算就是從這裡來。所以你抵價地就要適當適時的去標售，那當然也會在預算裡面編列啊，

那是不同的方式，不會說從個案裡面來去自給自足啊。一定會去編列預算。甚至有些會去爭

取經費的補貼啊等等。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那劉縣長吼，我想，聽很多大概也是先出去，

先把你的抵價地，也不能說是典當拉，先去質押、借款（我：可以這樣喔？）這個當然可以

啊，為什麼不行？我土地要銀行去質押借款為什麼不行？所以為什麼劉縣長任內，會有很多

的負債，然後數字不同，每個人算得不一樣，財政局長講的不一樣，縣長講的不一樣，審計

長不一樣、實際上又不一樣。那很多東西是未付款，有很多是那個質押的等等，沒有去算在

內的都有可能。所以造成後面洞越來越大。 

我：所以，本來財源是透過抵價地，基本上他都還是要等到徵收後，有抵價地之後才去賣。 

韓：但若實際上的話，應該是百分之百賺錢的。（我：理論上是）那一個又一個的都市開

發，他應該會賺錢。 

我：那劉縣長任內，他們就直接把，所以產權已經轉移了？ 

韓：抵價地就是你政府取得了。那也許政府也可以把抵價地， 好的這個「腳新肉」。 

我：是地主把土地交出來？ 

韓：徵收要地主同意啊，後來開發之後，重新分筆，丈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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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地主已經繳了，在那之後，劉政鴻的做法就是，大家在配地的動作的時候，就先拿

去借款？ 
韓：對啊，因為土地已經登記為縣政府所有。 

我：其他地方政府也可以這麼做嘛？ 

韓：我想應該也都是一樣吧。你要不要做嘛。 

我：這個沒有法律上的問題嘛？ 

韓：沒有。因為你計算成本出來，你要優先成為土地所有權，你要配地啊，那有些不配地領

現金的也有啊，有些是他按照區段徵收比例算出來，土地是很小的，他沒有辦法成為一筆

啊。那不得不，他就是要領現金啊。所以整個土地現金出來之後，他的抵價地有多少，位置

在哪裡，那個時候就可以直接登記為縣政府所有。那其他的才是去配啊。去抽籤啊。每一個

人抽的位置不一樣。那抽到了才登記是你的。所以抵價地應該是比產權更早取得。那取得

後，縣政府當然可以去質押貸款啊。縣政府甚至不需要擔保品都可以貸款了，何況是有土

地。那當然銀行會考慮啊，你借那麼多錢，那我會擔心當然，如果你土地，當然就是優先有

土地。 

我：所以，像這樣的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大部份的財源，財務分析上是依靠抵價地，大概

有幾成以上？ 

韓：他有規定，區段徵收。市地重劃跟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的發還，比例比較低一點點吧，

好像四成。區段徵收可以到五成。那一般我們都會取 高。發回的。那土地徵收委員會委員

也才會接受。既然有這樣的規定，當然是 高。那我剛講的是，在財務平衡分析的時候，都

已經去計算了。然後他跟面積範圍不會有影響嘛吼。你一個十公頃，怎麼去算，大概都不敷

成本。如果你五十公頃、二十公頃，可能可以 cover 這樣算。還可以。那個面積範圍，常常

跟這個財物成本是有關的。 

我：所以他一定要大到一定規模這樣？ 

韓：對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你預估的開發跟規劃的時候， 後完成的時候，可以處分的

時候，那個預估他的，市價也都要預估進去。所以，都市計畫的選址，跟你都市計畫內容的

規劃，跟你未來的發展也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像高鐵特定區那時候也是我們在做規劃。那時

候我們在規劃也都會找專業進來，針對高鐵的包括他的景觀市容，甚至他的建材，那個時候

是很細的。我們那時候，也不是異想天開拉，想得比較多拉。就是很顯然高鐵是跳蛙式的在

後龍，然後苗栗的人要坐高鐵，各方面運量絕對是不足的嘛，所以你進來高鐵站，運量到能

夠、接駁到個地方，但是 起馬到高鐵車站，或是你經過看到那個，是很吸引人的嘛。所以

那時候才會做一些整個模擬。那甚至於大家都市計畫審議嘛。都市設計。做蠻多的規劃，也

是他的立面、高度材料都有做一些規劃。那時候找那個陳麗萍，陳文輝的女兒。之後就比

較。台灣的都市計畫就幾乎是變成只是找一個土地，畫一畫，工業住宅區、商業住宅區。比

較可惜。但是能不能操作，當然會有他的困難度拉。但是也不見得會難。只是說後來都沒又

這樣做。 

我：那你怎麼看後來高鐵特定區的發展？ 

韓：所以高鐵特定區你現在會看嘛，現在都是空地，真的是不容易去發展。所以地價一開始

崩崩崩炒得很高，所以很多買了趕快後悔，不曉得，那當然台灣的高鐵車站，發展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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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目前也不是很多拉。除了竹北。那竹北是因為科學園區啊。還有一些交通的連結。那

當然跟竹北車站設計的也還不錯。苗什麼（建築師） 

我：地方上的說法，高鐵跟後龍科技園區、交流道綁在一起？ 

韓：沒有。比較沒有。本來是苗栗沒有，所以後來一直爭取，在苑裡跟後龍，選一個。那

後爭取在後龍。那後龍因為他跟苗栗市也接近。那後來當初很多的分析，專業的分析會認

為，在苑裡可能比較好。（我：怎麼說）很多人的想法，他的生活圈，帶動地方發展各方

面，通苑那邊是，人口比較集中，需要的。大概是這樣。又可以跟大甲結合，不是光以縣市

來看。（我：後來放在後龍就是跟苗栗市的人口有關嘛） 

我：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傅縣長任內主推竹南而不是主推銅鑼？ 

 

【受訪者編號 C】中華大學都市計畫系教授 解鴻年 

解：新竹科學園區的時代就是，我就是想做產業。所以就做一個新竹科學園區。為了高科技

產業的落根。但是科學園區成立了以後呢。我們是第一個喊出科學城的概念。就是我們當時

還辦了研討會。因為全世界有很多的這種國家、也就是說「落後國家想要快速發展的時候。

都會用 isolate park。像加工出口區拉等等。（我：特區）然後這個特區化了以後。這樣產業

有一個特殊的競爭環境。但是這些環境都會造成所謂的 Science park blue city、就是說，科學

園區的旁邊呢有很多這個非常好的環境，但是呢，都不能夠挹注到周遭的居民。或者是現實

上的需求。那新竹科學園區他又是一個國家的特定區。所以想想看當年，為什麼新竹會落

戶，也不是說什麼很多很多的區位特性當然有。但是呢，因為他是一個中央主導，完全只租

不賣。完全沒有土地炒作可能性的一個、很乾淨的園區。所以其他，有很多力量的縣市政

府，他不會爭取。因為無利可圖，對不對？所以等到新竹科學園區因為這樣的環境之下，有

遠見的環境之下，讓他不會變炒作的工具。讓他發展起來。 

但他有一個問題。因為當時是以產業需求為主。所以，它裡面的很多機能都缺乏。這些缺乏

的機能就會外溢到外面去。可是外溢的是無規劃的外溢。所以就會造成交通壅擠。這就是我

們當年新竹科學園區所受的痛苦。於是我們在差不多二十、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們就提出要

做，不是 science park blue city、而是 Science city。就 park 能夠跟 city 合在一起。所以才會

有科學城的計畫。當時的科學城的計畫、就已經把竹南頭份含進來了。 

我：那個時候我記得好像有一個跟香山有關的？ 

解：那個跟香山寶山市我們叫做科技能源社區，那竹南頭份都包含在科學城計畫的腹地裡

面。當年如果說，不是因為科學園區三期，被范振宗率領民眾去阻擋開發、就不會有今天，

的這一些廠商跑去大陸，什麼不會那麼快速地跑掉。因為當年就是，當科學園區要成長的時

候，要擴大。可是每一個縣市政府都發覺到，欸？科學園區是個好東西啊。那當年沒有搶是

不對的。所以才會很荒謬的跑去台南、跑去銅鑼、跑去各個地方。連宜蘭都有科學園區。你

破壞了農地是無可限量的。無可估計的。那、那一些都變成說在炒作土地。台南科學園區根

本上就、如果說我今天是以竹東，新竹的農地來換取，當然是要保留台南的農地，來做新竹

地區一個單核心的發展。我記得我三十幾年前在荷蘭的時候，一個研討會。一個荷蘭人就問

我說，你們台灣那麼小為什麼會有區位分佈，均衡發展的概念。 

我：這個概念，有沒有後來跑到新竹科學園區這邊？因為他用地不足嘛。用地不足所以那時

候跑到其他地方，但是那些廠商他不領情的。因為那時候你配套的什麼廠商還沒好。所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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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叫我跑到台南去，我不如跑去大陸。所以當年你要跑去台南，人家昆山、蘇州就蓋起來

了。我一樣要跑那麼遠。我既然要分散。我就乾脆分散到有勞動力、有土地、有競爭優勢的

地方，所以他就不會。他本來不動的話，他就繼續待在新竹發展。新竹會變成一個 大的核

心區。可是把它拆散以後就弱化了。那拆散也沒關係，拆散也沒關係，台南因為它也沒有那

麼大的力量，可是台南又去做了一個變向的炒作，就去做一個附近特定區。 

我：這個跟你們當初的設想是？ 

解：台南不是我們做的嘛。所以台南先發展出這樣的一個模式。所以就是說，科學園區來

了，但是，我還是沒有獲利啊。所以我在旁邊，圈土地。做特定區。所以，台南特定區就

是，陳唐山做的嘛。就是，我畫一個特定區。那這個，地主就可以獲利了。而且，縣政府可

以管。因為那就不是中央管的。我們以前科學園區是中央管的，縣市首長是不能夠介入的。

那台南科學園區創造了一個模式。就是，在你一個科學園區的這個核心區的旁邊，我蓋一個

比你大的圈，這個圈是我管得到的。這個同時出現的，有很好玩的就是。在蘇州，有一個叫

新蘇園區。新蘇園區旁邊有個蘇州工業區。也是同樣的道理。新蘇園區是新加坡去跟國務院

直接談的一個特定區。是新加坡人投資開發的一個特定區。結果呢，蘇州市政府因為他沒辦

法掌握、沒辦法管，還要在旁邊畫一個，蘇州工業區。那一樣在招商的時候就會跟廠商說，

我這邊比較好。所以後來，新加坡才會退出。這樣造成說，蘇州工業區跟新蘇園區互相競爭

的一個結果。但是呢，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好像也需要有一個配套的特定區，但是他的出發

點不應該是競爭而應該是共存。 

傅：那，我可否回頭再問、老師剛剛講的是說台南科學園區、後來也叫做台南科學城。這個

脈絡跟當初新竹科學城的概念有什麼不同？ 

解：科學城是我們先的。是新竹科學城先的。先的以後，才有所謂的選擇第二園區的時候，

因為 主要都是在新竹竹東三期，被擋到以後，後面的幾百公頃沒有辦法開發，所以廠商缺

地呢、很殷切。因此才會跑出南科。可是南科選擇是一個很不智的選擇。這是為了強迫區域

均衡而區域均衡。一大片農地幾千公里就不見了。其實台灣的農地保存不應該去用那麼大片

的農田去做科學園區。那為什麼當初科學園區設在新竹科學園區，因為新竹科學園區所在地

是 不能種田的地方。是貧脊土地。是一個不適合種田的地方。他頂多就是種一個甘蔗而

已。那是貧脊的地方。那你到台南去，都是那麼好的一個農地，拿來做科學園區，那拿來做

trade off 是值得商榷的。那過去就過去了。但是，新竹科學城，讓人家反省出說，單純一個

園區，是不是還應該有一個生活機能的配套。所以，才會發展出，台南科學園區他不是去做

台南科學城，而是直接就在旁邊做一個配套。 

傅：那你們本來設想的概念，科學城是要由中央來主導？ 

解：讓中央來主導。不要由地方政府來主導去炒作。所以，中央主導的時候，提出了一些計

畫，包括，香山、寶山的科技能源社區計畫。他的審查權還是在中央。那時候有一個五萬人

社區的限制。所以你現在看到的社區旁邊都被封起來了。不能夠大肆開發，就是因為當時的

一個總量管制。還有人因為總量管制而去坐牢的。就突破總量管制去做牢。所以這個管制，

讓我們那時候其實還很強調成長管理。那這個成長管理呢、在新竹還算是很好的被掌握住

了。那後來呢、這樣還不是一個辦法，這樣還是被動式的。所以、台南也有個創新說，它主

動的來用一塊他可以主導的土地。而且遠大於原來的科學園區的土地。來承受這一些需求。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想想看科學園區的制度，他是只租不賣。很多企業，他是不願意跟你只

租不賣的。台灣的傳統企業他很多還是要擁有土地。因為主租不賣的話，你知道園區的租金

呀。是兩筆錢，一筆叫做地租、一筆叫做管理費。管理費是用營業額。我如果賺很多錢的廠

商，錢繳得更多。算一算，我自己買一塊地，說不定還可以做資產、做議價，所以很多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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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欸，等創到台南發展出一些創新性的發展、園區的時候，他其實跟原來的科學園區是

緊鄰的。而且他享受到中央投資的好處。不用付出自己的成本。它做出一塊，所以才會有所

謂的「預購式」區段徵收。區段徵收本來不會預購嘛。區段徵收就是，我畫好以後，然後再

來標售。可是當年會有預購式區段徵收，就是，你先跟我買、我就先跟你講你有這塊地。然

後我再來區段徵收。那預購式區段徵收在台南算是個創新性的發展。他就讓原來已經預購好

的廠商、也投資這個土地了。所以他開發起來，他的成本就很低了。 

我：你說這個是針對廠商的預購式。 

解：就好像說，你要來投資我一百公頃。那你就跟我預購，那我就錢就有了、就有開發經費

了。那我就可以去投資這個廠。但是是因為縣市政府主導，所以他還可以加住宅區，還可以

加商業區。那這些商業區一出來，這些土地就可以有翻身的機會、有炒作的機會。所以台南

的案例呢，就回過頭來影響到竹南的案例。 

我：對，這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那個過程到底是什麼？就是從規劃界的角度來說。 

解：就是這個就是創新性的學習，就是這樣。典範學習都一樣。你看，新竹科學城影響了、

台南和蘇州，但是，台南和蘇州都發覺到新竹科學城這個由中央主導的，地方是不會買單

的。地方沒有利益嘛。所以，台南跟蘇州都同時發展出，地方政府反撲的力道，就是自己去

做自己的一套東西。但是只有地方政府去做，才會有效率。因為中央政府去做，是很假的。

我一個 master plan、一個科學城計畫我做的，一個 master plan 計劃下去以後，他不執行。你

要保護，那我就不開發就好了。阿你要開發，我也不見得要保護啊。所以，當地方政府要去

控制的時候，他就開始有培植性的東西，他可以發建照，他可以變更土地，所以，台南跟蘇

州都是全世界的 planning 的思維跟做法都是互相在學習的。那台南這個學習、這個起來又很

快了讓土地有了著落。而且，老百姓也很樂意把根本賺不到錢的土地，趕快拿來換錢。 

我：拿來配地嘛。 

解：對啊、配地嘛。然後變成住宅、商業。那苗栗就會學拉。苗栗一旦有了竹南園區，他就

在想說，我也不要只有一個竹南園區、因為竹南園區是一個附屬園區。是附屬於新竹科學園

區、那更慘了。因為，原來新竹縣市，他還管著新竹科學園區。所謂管就是，他還夾在中

間。所以你還可以擋得到它。可是當我一個附屬園區他的主管機構。連土地都不在我的轄區

的範圍裡面的時候。他根本動不了新竹科學園區。所以他也影響不了竹南園區。那唯一能夠

影響的，就是在旁邊，再畫一塊。 

我：那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就是週邊特定區規劃？ 

解：就是週邊特定區規劃。就變成是跟台南一樣。 

我：可是，這個（竹南周邊特定區）是跟內政部營建署） 

解：內政部營建署，所有的都是內政部營建署，縣市政府根本沒錢可以做規劃，是縣市政府

要營建署去出錢來做規劃。沒有中央在主導這樣的事情的。都是縣市政府要錢。那縣市政府

也不能夠主導。因為他沒有錢。台南也一樣有這樣的一本計畫。那就，這樣的一個學習，就

是說你學習的過程，就是這樣做。但是你學習過程裡面，要看速度拉。因為台南那個速度

喔，是園區根本還沒有真正起來的時候、就已經做了。所以他是同步的。而且力道很大。所

以他是快速的。那竹南不是啊，竹南是已經做了一陣子以後，才做。而且時機也不對了。你

說很早他竹南園區開始設置。就做了話，那時機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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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換句話說，這個規劃案等於是園區已經設立了，然後之後才有人再去找要去做這個

東西。 

解：那但是這個時機就是，它做完的時候，他在開始動的時候，也還來得及喔，但是你到了

後面再去做、拖了那麼多年。就是從副縣長、一直到劉政鴻第二任才去做的時候已經，那個

科技廠商的那個生命週期也很短，投資的速度也很快。你慢一步，他就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因為 早 早、這也是有一點預售式區段徵收。就是 早 早就是台積電要進去。一開始他

就一百公頃。那你根本就是毫無問題就可以把那個地方整個就帶起來了。就會有一個科技城

鎮。但是呢，你慢嘛。到 後慢，你就沒了。我想這個全世界都在競爭速度。你速度競爭輸

人家，你就沒那個機會。台南那個時候，是有專門的一個小組。就很快速地因應廠商的需

求，而且是每天很快速地跟他討論。跟它畫出土地來，讓他到裡面去，讓他來不及思考。那

個 better solution。那苗栗可能就還是把它當作，一步驟、一步驟的程序。所以他就喪失了這

個先機。他們可惜的是，它喪失這個先機以後，他後面就大概，不管有什麼事件，他就是慢

調了。 

我：我好奇的是說，我知道在傅學鵬任內算是提出這個規劃，然後他們好像跟地方也有做公

告，然後也有做溝通，但是後來沒有成，一直到劉政鴻任內才做修正？才開始動。 

解：也不是沒有成。他那個時候，一規劃完畢後，還沒有進入到區段徵收的程序。 

我：傅學鵬的時候？ 

解：傅學鵬的時候，規劃已經完成了，但是還沒進入區段徵收的程序，那時機慢，我說時機

慢就是說，你如果是在台南的話，他是從規劃到區段徵收的時間，我記得是快到非常的快，

也就是說，他的速度是讓你不是在畫大餅、不是在炒作土地。你知道我們台灣 大的問題就

是說，你規劃的時間，跟你完成的時間差太遠得時候，那土地會被翻了好幾翻。這個是很惡

劣的一個行為。那如果說，我一規劃完畢馬上執行，他就沒什麼機會了。就是你對地主喔，

很多地主會覺得說，我有利益、但是人家跟你講說，要二十年。我現在就給你一筆錢。你就

會想，我現在就已經、我現在本來是五千塊、那你給我兩萬塊，我就很高興了。 

我：反正先賺再說。 

解：可是呢，經過十年、他變二十萬的時候，他就跳出來了。他說，我反對。我反對、錢都

拿了，我反對。就是變成說，我反對的是，我拿太少。因為他後面還是在一直（滾）嘛。你

包括現在新竹的璞玉也一樣，現在所有的航空城也是一樣，就是一直滾、一直滾，那就是好

像股票一樣，在炒一個未來，這不對的，台灣的土地政策整個就扭曲掉了。你要嘛你就不要

規劃，要嘛你就通過，你一旦規劃，就要馬上執行。我們規劃通過跟執行的速度差太遠了。

一差都是，你看這個八十九年，到後來幾年才開始執行。 

我：他是九十五年之後才開始執行，而且是修訂之後才開始執行。 

解：那個就六年拉。那可以炒幾波了耶。土地大概兩三年就一波了。 

我：在這個計畫發佈到執行的時候 

解：台南就是這樣。台南因為來不及這樣去炒作那個歸仁那邊的土地，仁德那邊的土地，台

南那邊的土地呀，來不及這樣去炒作，他就已經啪啪啪過去了。所以，他能夠很順利的發展

成功。所以，還是要了不起，那時候執行這整個的政策小組，是現在台南市的都發局長。那

個吳欣修吳局長。他那個時候就是一個專案小組，全方位的應對廠商、跟土地、跟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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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然後也不讓他有太多土地炒作的空間。所以，我們台灣 大的問題就是說，在規劃面跟

執行面這邊，這兩者的段差太大。哪怕他都是內政部管的，他是分屬不同的司、署。一個是

地政司、一個是營建署。你區段徵收要通過，通過要你回來執行又都是縣市政府。所以這個

繞一圈，就讓很多人心生不滿。因為很多人會擋不住。我原來五千塊，你一萬塊跟我買的時

候，我已經幾百年沒有遇到這種事情了，我就把它賣掉了。一旦賣掉之後，後面如果買兩

萬，我就開始生氣了。我就反對，為什麼可以把這個地方這樣炒作。他其實反對是反對他失

去的。然後，一直、一直加上去。後來變四萬、又變六萬。結果反對的力量就越來越大。因

為假想損失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非常。我說台灣現在的亂象都來自於土地稀

有，然後土地政策不當。 

我：當初竹科周邊特定區規劃過程中，苗栗縣政府扮演什麼角色？ 

解：其實是他主導呀。（我：他們怎麼主導？他們規劃不是從中央發包？ 

解：是呀。中央發包下來，苗栗縣政府去主辦，中央付的錢，苗栗縣主辦這樣一個計畫，他

要求要這樣一個計畫，可是你這個計畫，結束的時候，還是要從苗栗縣政府去送規劃案出去

呀。這個只是一個研究計畫。那 後這個都市計畫要怎麼劃定，還是縣政府的事情。那中央

替他做了是說，可不可行？你這裡有沒有這個需求。我們在八十九年的時候，確實有這個需

求而且有強烈需求。因為你從新竹、竹東不能去的時候，竹南是唯一的機會。那竹南如果起

來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的規劃是，把竹南、而且那時候，原來，其實原來那個苗栗的園區，

原來是定位在後龍。所以他會跟高鐵站是合在一起的。那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科技田園城

市。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何智輝。就是把他弄到銅鑼去。你看銅鑼那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他

去騙後龍說，這個不好、然後要移到銅鑼。結果、移到銅鑼以後呢，後龍才知道受騙了。後

龍相信知道受騙了，所以何智輝第二任後龍一票都沒有。那這個都是社會政治學。那他到銅

鑼去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他農林公司的土地。他為了那個土地的炒作，因為你可以做價高再

賣給廠商。所以解套的農林，可是害了苗栗。 

我：那為什麼 後會挑大埔那塊地？ 

解：竹南，竹南的周遭就是大埔那邊呀。當初在後龍不建了以後，他到銅鑼對不對？他已經

沒有第二個機會，再做那麼大的園區了。可是銅鑼沒人要去啊。廠商沒人要去。那不去的結

果是怎樣？就是閒置嘛。閒置之後做什麼你知道嘛？我買了地、然後我挖挖挖，我挖沙。挖

完以後，我填廢棄土。填垃圾。然後，轉那個錢、然後說我不設廠了。銅鑼有很多這樣的故

事。那竹南是，你已經有一個那麼大的銅鑼，你就不太可能跟中央要一個那麼大的後龍，所

以你回不去了。你回不去後龍的時候，你竹南變成 second best。因為他是交流道下來。就變

衛星園區。那個時候，竹南的概念是衛星園區的概念。那衛星園區的概念、他為什麼會設在

那邊？因為他有他的需求。第一個，他土地是台糖、第二個他養豬研究所要轉成動物科技研

究所。所以從動物科技跟生物科技這邊來講，他確實有他的機會，所以竹南就發展成這樣的

一個小型的園區。但這個小型的園區，對於需地很強烈的半導體廠跟這些光電廠商來講，他

覺得這裡是 近的。所以，他們需要這裡。但是他原來規劃就沒有給他們準備土地，所以他

們就會期望，學習台南現象，也在旁邊有土地，是先有動物科技那個竹南園區那塊土地，才

有旁邊的土地。而不是說，我為什麼去找大埔。 

我：竹南台糖那塊地，為什麼當初先找他們？ 

解：就是動物研究所。一開始是要做生技。 

我：但是你一開始是說，廠商要的不是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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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是時代已經變到不是五十年前，不是政府可以左右什麼產業了。政府在五十年前，我

可以說，我要中油，我要什麼幾大產業，我要ＩＯ表可以去規劃出，什麼叫向前關聯、什麼

叫向後關聯。那個時代，計劃經濟的時代。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頭，是廠商在做的、是產業

在主導。他可以用腳來投票。所以，當他開始，原來的想法其實國科會也很簡單，就是這裏

有動物研究室，我們既然已經看到生物科技是未來的，那時候竹北的生醫園區還沒起來，對

不對那個地方從動物科技的研究裡面，他有機會這樣做，而且其實也是把 NIMBI 設施拿掉

了。因為，竹南的養豬場其實對整個地區都是很臭嘛。所以把 NIMBI 設施就拿走了。那這

一塊地方一旦做成園區的時候。他被設定為這樣的一個目的。但是，園區就是園區嘛。園區

管理局，他怎麼會管你是什麼廠商。只要願意進來的廠商。符合高科技的條件，他都會進

來、接受。那這時候，紛紛的就會開始轉型。你就會看到，今天在竹南科學園區裡面，哪有

哪一家是生技產業。因為你沒有這個基礎嘛，你還沒來得及到這個地方。你周遭就是動物研

究所，也沒有什麼其他的產業。不管、但你有強烈的產業關聯，就是一個交流道就到新竹科

學園區了。（我：所以 後還是跟園區綁在一起）他就是一個衛星園區嘛。阿這個衛星園

區，就發掘說，如果你讓我這個上市公司有土地可以買，你說上市公司是要買土地還是要到

一個只租不賣的地方，當然要買。所以大家就會去要，你這邊我就跟台南一樣我就在旁邊跟

你買土地嘛。 

我：所以你剛講只租不賣模式是台南開始的嘛？ 

解：只租不賣是新竹開始。 

我：從只租不賣、到賣地是台南開始的？ 

解：可以賣地、區段徵收嘛。就是台南開始的。科學園區從來沒有可以賣地的。從台南以後

才有可以賣地的。 

我：包含國科會主管的也可以賣嘛？ 

解：國科會主管的不能賣。所以你才要做自己的園區呀。 

我：所以就是地方主導的。 

解：一個特定區。但是台南很漂亮的是什麼、台南很漂亮的把特定區跟國科會園區呀、幾乎

無縫接軌。 

我：怎麼做到的？ 

解：時機呀。就是你要讓他同步進行。同步進行到你分不出那個界線。那苗栗喪失在先機就

是說，他沒有讓他同步進行。台南是我在做科學園區的時候，我同時就在做所謂的特定區。

然後我的所有的道路規劃跟建設，連納管都同時這樣做，就等於卡中央的油。你的污水處理

廠要做大一點。我可以流進來啊。你的道路系統要做好一點。讓我可以多分一些過去啊。所

以台南園區他做到這樣一個地步，讓你沒有感覺。地方也沒有感覺說（我：看起來好像是同

一個）不是兩個計畫。那你竹南擺明的就是變成兩個計畫啊。先完成再擴大。那就是兩個計

畫。 

我：95 年在做的時候，那個特定區老師有參與嘛？ 

解：我有審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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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師有擔任過都市計畫委員？ 

解：對，我擔任過、傅學鵬的都市計畫委員、劉政鴻我擔任過一屆，然後就停掉了。我好像

在擔任一屆那時候就有審查過這個案子。 

我：當時候的規劃跟後來執行有什麼轉變。 

解：其實在規劃階段，到都市計畫完成的階段，都還沒有什麼太大的轉變。因為那個沒有牽

涉到真正去配地、徵收什麼。我們看到的所有的徵收、配地的問題，都來自一個問題，就是

三七五成出戶，跟單純的承租戶，就是沒有土地的人。沒有土地的人都會支持嘛。但沒有土

地的人就是覺得我根本沒有土地，然後就被趕走了。那更糟糕的是不但沒有土地，而且我會

失去農保的身份。這是一個悲劇，台灣政府沒有去思考說，原來在上面，你在做都市更新的

時候，你會有暫住戶、承租戶的安置問題。可是你在做土地的處理的時候，你有原農戶的安

置問題，沒有處理這一塊。那這個是誰的責任？地政司應該去處理呀。因為我們的執行是地

政司、規劃是營建署。地政司在做區段徵收，那下到地方政府單位，也是地政局在做區段徵

收。是土地行政那一塊在做。台灣的土地行政，是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是很強的

一塊系統。 

我：你的意思是說，跟原計劃有不一樣的就是在落實徵收的時候？ 

解：落實徵收的時候，我們的法令很僵硬。你也沒辦法去補助說，那你怎麼辦？依法就是不

行。就是沒得補助。因為你不是地主呀。我們的所有法令保障是地主啊。我們沒有像都市更

新條例有保障沒有權益的承租戶啊。所以像上一次我就跟某一個縣長講說，你要去做區段徵

收，你應該去畫一塊農地去讓原來的承租戶。 

（訪談錄音 29:39）略。 

我：規劃報告書裡面提到的用地取得問題，提到既有發展區不予納入徵收，這個東西是什麼

意思？ 

解：既有發展區就是他已經發展起來了。就是舊聚落。舊聚落你把它納入進去，它分為百分

之四十，他根本一棟房子都沒有。你不能以拆房子來成就你的事情。那，既有發展區一定是

土地細碎化，細碎的非常嚴重。所以分回去搞不好只剩下五坪。你跟他做區段徵收。是毫無

道理的。那越是發展快速的地方，他就越會有這種，既有發展。所以，我們大概是第一個，

台灣第一個說，把既有發展區，畫出去的建議的案子。 

我：早期就是全部畫在一起。 

解：早期就是威權時代嘛，那個大概是我第一個提出說，既有發展區不要納入的觀念。就是

說，你區段徵收不應該再把既有發展區再把它納進去。 

我：所以，換句話說特定區規劃，指的就是非既有發展區。 

解：我那個時候，講的講法就是，特定區規劃你還是特定區規劃，但是你可以是特定區規

劃，裡面以後的發展區。就是，我不在這次區段徵收範圍，我可以畫一千公頃的特定區，可

我只開發七百公頃，留三百公頃的既有發展區。讓你以後，子孫想到了，我想要合併開發

了，我還有機會可以。而我覺得他們後面越做越離譜。 

我：後面幾乎就是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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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對對、這個後面有一點離譜、離譜到 後，我也覺得。不過他 大的問題，其實是炒作

到後面你也受不了。你的土地已經被炒到一坪，已經用建地在炒了。你怎麼還有可能回到什

麼農地那些，所以每一個人都在想著錢。所以這個，台灣如果不把，我們現在看到成功的開

發案例喔，都是規劃到執行都是很快速的。阿要不然你就要承受，承認資本的利得喔。像日

本的六本木喔，他是乾脆就讓你入股。我花三十年，但是 後呢，上面的地主全部變股東。

然後幫你安置，給你蓋，你看旁邊沒有一批公寓，我讓你住，然後呢，在他那麼高的樓的頂

樓，種一片田。我們現在的土地開發就是，原有地主太早就被騙走土地了。你可以去問所有

的開發區，真正的地主沒有被交換過的，可能會所剩無幾。不然沒有所謂的炒作嘛，有市場

就是，有人賣掉嘛，才會有炒作嘛。等到他賣到 後，當地人不會支持的，因為他賣光了。

所以外來人在那邊喊，當地人賣光了，你如果不開發我就繼續住在這裡。我不是很爽嘛。我

錢都拿了、阿你 後不開發。住到我死為止啊。但是我錢已經拿走了。這個是我們的效率問

題。 

我：另外你剛才說，台南科學園區算是一個典範，那這個東西對於規劃圈的人來說，都是這

樣弄嘛？地方政府自己來畫住宅跟商業區 

解：不是，中央已經不再執行科學園區的計畫。大陸也一樣。大陸後來也不再執行高新技術

區的審批了。就是你畫了那麼多的特區都是為了炒作土地嘛。 

我：中科？ 

解：中科畫完就不再畫拉。從，至少在馬英九的時候，我去當科學園區的審議小組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提到說不再開發新的園區了。 

我：中央不開發，那地方呢？ 

解：地方你要做，你就做。你要報批，你就要從經濟部的系統，去報你要的園區，依照你自

己的發展。因為，你不能夠一方面要開發，工業用地，後面又把工業用地變更為住宅區。這

是很荒謬的事情。所以這個，應該是中央不會再介入這種事了。因為他等於是替你炒土地

嘛。 

我：應該說，中央也不會允許這件事情；但是地方政府可能還是會繼續去提 

解：地方政府當然會去提，你看台中不是還有精密園區、精密機械園區。而且他一蓋就賣光

了。所以有需求。為什麼有需求。不是沒有產業的需求。而是沒有便宜的土地的供應。你要

用既有的土地都太貴了。所以才會一直去凌遲我們的土地呀。因為你把 preferrial region 便宜

的拿來在做，他一定會有需求呀。但是你說，一坪二十萬拿來叫他做工業，他怎麼可能呢。

不可能嘛。這是市場的力量。那如果不可能，你就不要懷疑說，你產業結構都應該調整。你

不能夠一直把便宜的土地拿走。便宜的土地，之所以是便宜，他應該在你的地租理論裡面，

就應該是農地或是什麼。但是你一直把他升值。升值、升到 後你就會喊說，你沒有農地

了。 

我：搞到後來就會自己沒辦法做。 

解：對啊，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因為你土地都炒作起來了。那麼，你就必須承認，不能再用

低廉的土地，低廉的成本，低廉的用水、用電，我們現在都是低廉的用水、用電，低廉的成

本在支持產業界。那我們的時代已經在改變了。你時代產業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了，你還要

人家支持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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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可以這麼說，台南科學園區之前，一般在做工業區，不會去？ 

解：我說，這也不是之前或之後，這就是唯一唯二。就是說，過去中央的產業用地，都是經

濟部規劃的。經濟部規劃的是就賣掉了嘛。他只有加工出口區的時代有特定區嘛。給他賣掉

了。那賣掉了。所以我才會說，工業區這件事情。就是現在的問題嘛。你看很多閒置工業

區。他為什麼閒置？因為我買了，我不做，你也趕不走我。那是我的產權嘛。所以你趕不走

的我的時候，我還反過頭來要你說，你把我變更成住宅跟商業用地。對不對。我想要獲利。

所以曾經有某一家公司，他去買農地變更成工業用地，然後去投資一個很大產業的時候。問

他說，會不會賺錢？他說：不在乎啊。十年後這個土地賺得錢就超過他投資的錢。 

我：總之變更就是賺錢。 

解：對啊，他就是靠土地在賺錢。台灣就是讓工業用地的產業，竟然土地可以獲利，這是一

個非常荒謬的問題。你從產業端不獲利，去靠土地獲利。你看上市公司哪一個不是靠土地處

分獲得資產。又挹注了當年多少、很荒謬的。科技部當年在做科學園區的時候，就效法了

standford、cambridge 的做法。既然是要高科技產業，他只租不賣，他只租不賣的時候呢，

我永遠持有。所以呢，你要是沒有這個 performance 你賺不了錢你也繳不了地租了，你就會

走開。因為我要承認產業會死、會活嘛。企業不是永遠存在的。但是我土地會永遠存在。所

以，新竹科學園區我常常在開玩笑，跟人家講，新竹科學園區三十幾年前，他的平均的員工

的，年近三十五歲，三十幾年後，他還是三十五歲。為什麼？因為他是一個不老的園區。因

為你不會有一個老產業在那邊養一個六十歲的老員工。他不斷的被淘汰，不斷的有新的人精

進，不斷地刺激，這是一個你要做產業競爭，就必須這樣。你必須要讓產商斷了土地獲利的

念頭。我們在做產業規劃。我們 討厭的就是，廠商在做產業的時候就想著靠土地獲利。偏

偏我們是一個土地獲利的沃土。就是你賺得再多，你還笑人家毛三道四，賺三趴四趴，然後

看著你土地獲利是二十、三十。對不對？ 

我：你覺得當時候傅學鵬決定要做規劃案，自己他有跟老師接觸過嘛？當時候他們是怎麼設

想這件事情的？ 

解：他的設想，傅學鵬是後龍人。他是很生氣，他們的園區被弄到銅鑼去。所以，他才會、

何智輝一任就被他打掉了。他才能夠贏嘛。但是你已經回不了頭了。因為你機會只有一次。

一個縣市政府一個園區。那個時候等於是在分贓一樣。你也回不去了。你也沒那個力量回

去，你也沒幾個立委。你也沒那個力量。所以他退而求其次是，那我竹南園區，可不可能吸

收，其實那是很單純的概念，就是竹南園區，既然是新竹科學園區的廠商的衛星園區，那他

們的居住可不可以不要從新竹來。可不可以就在竹南地區、那可以繁榮我的苗栗地區。苗栗

窮的呀。他還是所謂的朱高正條款的這個後面的七分之一、後段班的，他有投資抵免啊什

麼這些的。所以，在傅學鵬的角度裡面，就是既然我有這個機會，而且竹南他根本就是大新

竹科學城的一部分。他如果能夠作為新竹科學園區的一個生活區，那就整個發展出苗栗不以

產業為對象，他其實不是想要大量的產業進來，而是想要大量的生活機能進來。這是一個非

常好的想法進來。就是說，我希望你們看一看新竹炒作的那麼貴，你來苗栗不會那麼貴，那

你從竹南到帶動後龍，那你怎麼帶就會起來了。（你說傅學鵬是期待產業跟生活機能可以進

來）他的 大，期待就是。因為整個苗栗也是人口外移地區，苗栗也是一個產業低度發展地

區，所以他希望透過邊際效益，讓這個成長極，他不可能，你就是貼著新竹發展，然後才帶

動到後龍去。那，原來在整個竹南後龍的沿海帶。他也就是本來就是透過這個省縱貫路，就

是跟新竹的生活圈是連在一起的。所以，他希望說，能夠把新竹的高科技新貴，整個移到苗

栗地區。然後，也帶動他的公共設施的發展。因為那時候太窮了。公共設施的發展，所以他

們就期望說，我如果竹南能夠進來，我竹南能夠開發一些低密度的花園城鎮，然後科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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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宅社區，然後科技的發展環境，然後 後呢，他還期望說，一直發展下去，就能夠把整

個沿海地區變成一個科技帶了。 

我：那這跟劉政鴻時候的設想有什麼不一樣呢？ 

解：劉政鴻，人家做好的幾塊地，他就只好發展呀。原來的竹南是傅學鵬做的、原來的後龍

也是傅學鵬做的。後龍高鐵。那個區段徵收也是傅學鵬做的（高鐵特定區）。那，劉政鴻是

你規劃好了，你還沒執行啊，所以我撿起來就執行啊。所以我就是說，規劃跟執行差了那麼

長的一段時間。你如果，其實傅學鵬時代那個負責這個規劃的是韓鴻恩。現在的公館鄉農會

總幹事。韓鴻恩是關鍵人物。他很知道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我：他是都市計畫背景的

嘛？不然怎麼會知道）他是都市計畫背景的。他很知道要推動這樣的事情。他的缺點就是

說，他的地政系統，沒有像台南市、台南縣，那當年的台南縣，他是有辦法去把它一條鞭推

動完畢。那在苗栗縣，在韓鴻恩他只能掌握到規劃系統。他沒有掌握到地政系統。所以他沒

有辦法在一條線，這個時候做完，就馬上可以開發。那台南縣是縣長有認知到做完要馬上開

發，才能夠享有跟中央案子同步繁榮的機會。那苗栗就失去了這個同步繁榮的機會。（我：

等於是說，台南就是綁著他的那個園區的設置、產業進駐，然後他的周邊剛好一起啟動；但

是苗栗他等於就是產業先進來了，但是周邊還沒有動，周邊就在炒作）炒地皮了。對啊。台

南是根本來不及炒，我已經讓你發包了。因為他好處是，他預售式區段徵收，他就不用等預

算。他不用等預算啊。那我已經預售出去拉。政府可以跟中央比誰快。 

我：傅跟劉兩個時期，規劃跟執行的面積差了一百公頃，公義路以西的部分有抗議，那個抗

議的原因是什麼？ 

解：反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反對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參加嘛。苗栗很特別就是，苗栗上

面有一個廣元（廣元科技園區）對不對？那是私人開發的（謝廣源開發的）。那私人開發廣

元，苗栗就是喔，我土地 好不要讓你土地撥掉百分之六十。我 好是，你既然這邊都開發

了，你 好什麼都不用捐贈，我就可以發展。阿如果我跟廣源一樣，我也沒有拿到百分之六

十，我也不用分到、廣源好像百分之三十還是百分之幾。好像公設做得很低嘛。你外部性都

是叫別人去承受嘛。你的成本去弄得很低。然後你就可以做得起來。然後我雖然是非都市土

地，我還是可以透過縣市裡面的變更，幹嘛去跟你玩區段徵收。所以，如果不是當年那個郝

伯村發一個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農地，要變更一定要區段徵收喔，區段徵收根本做不起來

啊。因為他要的公設比太高啊。那郝伯村的時代就是說，啊你們這樣亂搞啊。有人跟他說，

這個市地重劃作為都是亂搞啊。區段徵收你一看，竹北跟新竹差別 大在哪裡？新竹的關心

地區是市地重劃啊，竹北市區段徵收啊，你看他的空間比例跟公共設施比例，哪一個好？所

以一合兩岸就看得到了。所有的市地重劃都是看到高樓、沒有看到公設。看到公設都被含在

裡面被叫做「開放空間」。但是，區段徵收就是明顯的就把四十趴的公設都放在那裡。而且

要完成。 

我：你的意思是，當時的地主可能因為公設比過高。 

解：就是因為分回土地只有四十趴，所以他們不願意嘛。有人會講說，欸，市地重劃你可以

分回五十趴啊。你個人變更的話，廣源不是自己做嘛。自己做不是可以分那麼多嘛。那我們

幹嘛去分回四十趴呢。然後還有些人想說，你所謂的農地變更，比例要確定的區段徵收，這

也不過是行政命令而已，總有一天會把它改掉的啊。他又不是立法院的立法，誒，那有沒有

改掉，有改啊。新竹市的農業區，做市地重劃，就是改掉的。就是說，阿我們活不下去了，

所以就開放下去給他做市地重劃。喲，那就圖利了財團、圖利了私人了嘛。你一圖利就十趴

了，你土地分回四十，市地重劃五十，一圖利就十趴了。這十趴就是公設嘛。就差在那裡。

你原來道路，大家都是道路啊。可是你可能少了公園綠地呀。你也可能少了學校設施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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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綠地跟學校設施就差蠻多的。 

我：市地重劃幾乎沒辦法做。 

解：你看關新地區哪有什麼公園啊。那個公園都小小的，你看竹北到處都是水圳。因為竹北

的區段徵收，整個到處都是我在規劃的。所以我太清楚那個整個的過程。 

我：區段徵收有一部分的地，變成縣府的財產，有人批評這是地方政府…。 

解：與民爭利嘛。我們現在就講，土地開發的模式，現在就是徵收、市地重劃、區段徵收。

徵收就是直接把你的土地拿起來嘛。為了做什麼而做什麼。那那個 簡單嘛。但是地主一點

獲利都沒有喔。那市地重劃呢，地主會獲利嘛。但是社會不會獲利啊。區段徵收是，所謂的

政府可以賣，政府可以賣還是民眾的啊。是民眾獲利 大的。我們在開發一個地區的時候。

你不能不注重全民的獲利在哪裡。所以你說，與民爭利？市地重劃那個與民爭利，那個是很

俠義來說，是說與財團爭利拉。我開發的人絕對不是全民嘛。那你這樣，讓開發者獲利這麼

多，為什麼不是政府來開發，政府去獲利？政府獲利假設是政府獲利，而因此減少了這個稅

收，減少了稅金的支出，或者是因此而擴大了建設的需求。那不是全民獲益嘛？對不對？這

本來這種事情就應該是政府作莊、為什麼會任意切斷自己的手腳讓財團去做、這不是讓財團

圖利嘛？所以我不認為市地重劃是。除非，市地重劃是當地的民眾自己重劃，那我就支持。 

我：這個差別是什麼？ 

解：我說，一百個人、一百個地主，我不是外面的公司人、而是我自己重劃的。自己開發，

自己給政府公共設施。 

我：這樣公共設施比例會更高嘛？ 

解：不是，他的公共設施比例一樣啊。都是四十趴。那他分回比例五十趴。可是他要努力這

件事情。可是他自己住在那邊，那就無所謂炒作嘛。對不對？你今天的重劃是，割一割以

後，然後把你趕走，幾乎跟現在的都市更新一樣嘛。你這些人就不見了。那錢我賺了，然後

你拿了錢走路。然後一批新的人進來了。那跟區段徵收有什麼不一樣？不一樣的是什麼？財

富分配的過程。你是要財富分配到財團的手上，還是那個私人利益團體的手上，還是要財富

分配到政府的手上？這是不證自明的事情。可是呢，有人會去污名化區段徵收，就是因為他

是替財團講話嘛。 

我：替財團講話？什麼意思？ 

解：市地重劃，不是財團做，就是利益團體在做。他就是不希望政府你做區段徵收。 

我：所以你是說，反而政府用區段徵收反而會讓財團的獲利空間更少 

解：他根本沒有機會啊。因為，政府做了嘛，政府做了以後你可以來買呀。你買了也不一定

會賺啊。你來標啊。 

我：政府可以標售、財團還是可以來標。 

解：你來標但你不一定會賺。對不對，台灣有多少區段徵收的土地有保證賺的嘛？有很多地

方，不動產還是賠啊？ 

我：沒有錯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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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以，你不會保證你會賺錢呀。啊，每一個老百姓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因為我是公開

競標。 

我：區段徵收不是有專案讓售的制度，這個制度被批評是變向圖利特定的）那就要看你專案

讓售的目的是什麼？專案讓售是為了醫院。那我當然應該。不然我區段徵收就沒有意義拉。

我專案讓售為了學校。那當然，他有這個意義啊。你的原始區段徵收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

當地地主賺錢啊。區段徵收的目的一定是為了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規劃意圖，而是去做的區

段徵收啊。我為了，蓋高鐵站。那我需要一百坪。所以我需要區段徵收三百坪，因為他是他

的三倍。然後，有四十趴拿來做公設，有二十趴拿來做建設經費等等。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有計算過的。區段徵收制度唯一沒有考慮的就是，無所有權的人那。無所有權的土地，今天

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無所有權的人。但是有一些變相的受害者，擴大了受害者，是太早賣掉的

人。你自己撐不到這麼久，你很早賣掉，然後現在心生不平。也跟人家和進去裡面當紅衛

兵，你自己變賣家產，這樣就很沒有道理了。還好意思跳出來。 

我：專案讓售還是可以讓售給產業嘛？ 

解：我們在規劃的時候，有所謂的成長極理論。成長極在區域經濟上就是很重要說，你必須

在一個水池裡面丟下一個石頭讓他產生漣漪。所以這個專案讓售如果說是我這一塊地，是要

做產業用地，我沒有第一個老虎進來，我是不會進來。那我就必須找一個 keynote。也許這

個叫做 google 也許這個叫做台積電。我專案讓售給台積電。台積電下游就自然進來了。 

我：就是有一個領頭的角色。 

解：這在全世界有的是拜託你來，有得根本還不用錢。專案讓售已經是很對不起了。你在大

陸根本是不要錢。大陸叫聯電去是不用錢給你。因為大家都知道，你產業只有抓到領頭羊，

那個地方產業才有發展。現在不是說我畫了工業用地就會有工廠。對不對？因為你是全球化

競爭嘛。全球化競爭的角度裡面，你怎麼樣去高瞻遠矚的去抓到一隻領頭羊。帶動你這邊想

要發展的產業。對不對，你說你要做家具業。那我當然要去抓 IKEA 對不對。我們對於什麼

是官商勾結的定義，都非常得泛道德化，在東京，日本的招商裡面，很正常的就會開發以

後，讓整個開發以後…日本江戶…。踐踏的結果就是讓不要的廠商進來，讓好的廠商進不

來。有時候我們也在想，政府做區段徵收是對的嘛？如果民間也來做區段徵收，說不定還更

有力量。因為他知道怎麼樣去找領頭羊。帶動效果。也許我很便宜的賣 google、可是我後面

很多人會跟著來，是不是。 

我：公辦市地重劃，可以取代區段徵收嘛？ 

解：這個民間一定會跳出來，你公辦市地重劃，那為什麼不給私人辦？條件都一樣，為什麼

政府部門要花，納稅人的錢去做這件事，又沒好處？既然你都做起來是平衡的，結果都沒賺

到一毛錢，就像我花錢付薪水養你，你也沒有賺回你的薪水，那你在做什麼，那你都不用做

事，你也不要跟我講你要增加一百個人。我讓民間公司去請一百個人、那你也不用高考，然

後到底，你既然有私辦市地重劃，為什麼有公辦市地重劃這種倡議呢？如果你說，公辦你才

有公平正義，那為什麼監督者為什麼不能把它監督到有公平正義呢。是不是？同樣一套遊戲

規則，你怎麼會說，公辦跟民辦哪一個比較好？弱勢無所有權人的權益保障。有所有權人只

會在意你的獲利低或高的。 

韓鴻恩，工商旅遊局，把工商跟旅遊，一方面要做產業引進、一方面要做觀光產業，這些事

情都讓韓鴻恩管。他原本待在省政府民政廳，才省政府被找來苗栗縣政府當局長。苗栗當時

候推很多計畫，都是韓鴻恩做的。當時還幫苗栗做四季花的系統。交流道下來、西湖的杭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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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開滿片都是傅學鵬時候弄的。所以，所以我說公務人員要做事可以做很多事，我幫他做

很多事。 

 

【受訪者Ｄ】 前立法委員 李乙廷 

李：那時候劉政鴻剛選立委 高票，後來再一年縣長就改選了。他當年就是，就衝 高票就

準備以後，競選苗栗縣的縣長。那當年他在籌備處的時候，他因為苗栗縣的海線、或者是閩

南人，過去是沒有當過縣長的。曾經有過候選人，那也都是輸得很慘，甚至好幾屆沒有海線

的候選人。那，這是一個機會。就是，海線跟閩南人，尤其是海線是劉派的大本營，是一個

機會。那，山線的部分，變成，假若你要爭取，你要以政黨先取得提名。那國民黨提名，你

必須要有，今天假設是一個劉派，而沒有黃派的色彩，恐怕黃派如果跑掉了，這場仗是打不

贏的。所以，當年，他本來第六屆立法委員是不選的，（因為）剩下一年就選縣長。他想不

必要兩次的麻煩，想要直接…。他想說，如果當選了縣長，這一席立委就少了一席立委。原

先他是不選的。那派系大家就公推，準備公推我來選。那我想說，假如我來選，會斷了你選

縣長的路。 

我：怎麼說？ 

李：因為，你一年中間，你跟你的基層、你跟你的苗栗縣的沒有任何互動，因為你沒有任何

名位的話，政治是很現實的。你第一個還要爭取國民黨的提名。你還要再勤跑 18 鄉鎮。你

沒有任何的帽子的話，可能一年後人家已經淡淡的忘掉你。一年後已經很冷漠。所以，你無

論如何，不僅僅你要連任，那甚至你要 高票。當你當選之後，全國有太多這種案例。當年

的縣市長都是，帶職立委去選的。選上了立委就。雖然缺額還沒有二分之一。但是缺了就從

缺了。那，他一直想怎麼辦，換言之，他一直想要兩次的競爭。選立委要多少，選舉作業經

費一定要。又要選縣長，所以，他也在舉棋不定。那我是一直勸他。因為人家說要推我，我

說我不要。有一天我們就到湖口陳榮天家嘛、摸骨大師。他往生了。就一大早到陳榮天家。

陳榮天說，你會順利的 高票當選立委，然後你當選立委後，你當天晚上就要宣布，我要提

高擴大我的承擔，我要參選下屆縣長。那結果這一段，他就開始選立委了。他馬上打電話給

連戰，因為他當時何智輝跑到大陸去還沒回來。那國民黨原來有兩席嘛，他一席。山線一席

何智輝，海線一席劉政鴻。還有親民黨一席，徐耀昌。那民進黨是杜文卿。可是你現在國民

黨兩席都，一個不想選，想要選縣長。一個是已經還沒回來。所以，當他在湖口的摸骨大

師，那邊決定以後。他要代表劉派，打這一場立委，那他當場打給連戰，連戰那時候是主

席。他很高興，因為你願意打苗栗縣 少已經有一席了。那何智輝他們可能也知道會回來。

所以，那不會因為苗栗縣國民黨立委一開始是掛零。好等，徵招了他，那順利的選，這一段

選完之後，也 高票當選。 高票當選，馬上隔年、三、四月。就國民黨趕快提名。那陳榮

天大師他也蠻熱心的噢。他跟他推薦，我也跟他推薦，他無論如何一定要找一個黃派。那黃

派裡頭的老黃派，何智輝是不可能跟你結盟。那，新黃派裡頭的徐耀昌，他是已經何智輝支

持徐耀昌代表黃派大團結。那，這個時候，傅學鵬又去傅綠合。傅學鵬又去支持邱炳坤。所

以黃派的傅學鵬跟黃派的何智輝或者是徐耀昌，通通不是自己選的，就是支持別人。黃派為

主的剩下林久翔。那這一個部隊已經太久沒有征戰了。其實是已經名存（我：名存實亡）雖

然沒有到實亡。這影響力很式微。那、因為他是屬兔的。劉政鴻是屬豬的。亥卯未是三個。

屬兔的、屬豬的、屬羊的是三個。所以，尤其是有山海聯軍。劉黃聯軍的味道。所以陳榮天

就主張，縱然黃派裡面的他的一個，已經沒落的這一個小支系，也要代表國民黨的這種團

結、結合。這種意義啊。所以，把它收編進來。那個時候才我，林佾廷、劉政鴻三個敲定。

陳榮天也來協助。把它撮合成一組。一來它象徵劉黃團結、一個閩客團結、一個山海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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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的話。他到 後喊閩客對局。閩南人 後一個，那客家人，你閩南票即使同一還是輸。

閩客大對決。或者劉黃大對決。你也完蛋了。所以當年不只這三組人馬。五個人選。有一個

是在苗栗的江炳輝吼。 

我：江丙坤？ 

李：不是是另外一個。江炳輝。他是從美國回來，他還有一點錢。那想打知名度。拿沒幾

票。所以，他那個沒有意義，三兩千票。幾票我不曉得，大概就是幾千票。另外一個，海線

有一個顏培元。選鎮長選了好幾次，省議員什麼他都選。那，後來我跟水堂說，叫他出來

選。反正你都選不上。竹南鎮長選不上，起碼是縣長落選人。所以他那個也是神經神經的。

他就真的就去登縣長。所以那一場縣長一共五個人選。之所以要顏培元出來選。因為他拿不

了幾百票、頂多一千多票。那這個相對也都沒幾票。只要是五個人選。你如何去造成山海對

決。海是哪一個。海有兩個啊。那山線又有三個啊。你說閩客對決。那閩南也不是只有一

個，客家也不是只有一個。你要一對一才會照成閩客對決。 

我：所以等於就是說，你們的策略就是讓他們選，他們就會混淆了本來可能形成的山海對決

的局面。 

李：就是喊不成那種口號，照成這種趨勢。因為閩南人沒有當過縣長。你閩客對決、一定完

蛋。風險太大。那如果是山海對決。風險也太大。那這樣你山線只有一個啊。你山線如果要

對決，你山線到底要跟誰來對決？阿你說黃、黃派有三個啊。所以，在這種情況，造成國民

黨提名變成正黨對決。那政黨對決、國民黨提名，劉政鴻那、邱炳坤是民進黨提名。那傅學

鵬是去幫他。傅學鵬只是黃派中間的一個系。黃派另外兩個系，就是何智輝跟徐耀昌兩個是

同時團結支持徐耀昌。何智輝也希望你去當縣長。回來跟他爭下一屆的立委。所以，當年又

是馬英九氣勢 強。就這一股氣這樣帶上來。閩南人才第一次有機會當選縣長。 

我：那我好奇，為什麼那時候林佾廷他們是一下子就答應了嘛？還是說，中間有些什麼樣的

折衝？ 

李：其實也沒有什麼。因為有人來找他，他還很意外。這樣子人在八十七年、九十年兩次立

委選舉都落選。之後幾乎都已經沒有在參與了。好像是，九十、九十四、九十一、八十八年

選一次，九十一年選一次，兩次林久翔立委都落選。所以他已經都淡出了。公共事務都沒有

參與。 

我：他們算是那兩次落選之後就淡出。 

李：第一次選完就已經淡出了。第二次國民黨基於許多考量，又把他找出來選。結果還是等

於炮灰嘛。那第二次選完，當然，整個人氣就完全。第一次選完，結束了，那三年沒有去經

營，其實已經不成氣候了。第二次也開得很差。那再來就幾乎沒有參與一些，婚喪喜慶拉，

公開場合。所以你說到了九十六年、九十四年，劉縣長要選縣長的時候，他們這個幾乎已經

瓦解了。而且大部分給徐耀昌吸收掉了。因為頭份就近是這種（遍地）。那苗栗的，屬於黃

派的，也給何智輝吸收掉。所以他幾乎已經群龍無首。可是畢竟他們家。過去在黃派裡頭的

這種，大家對他的記憶。這裏我們找他，一方面，總有它的基本票；二方面，不希望能夠被

把它貼上標籤是劉黃對決。因為我們這邊也是有黃派系統。 

我：但是有一個說法，這個也不是只有林水堂提到，其他人也有提到說，後來就是那時候劉

縣長跟林久翔談，應該說跟林佾廷談的那個交換的條件，是都市計畫的這個事情，這個事情

後來真的是這麼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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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個我可以這麼說拉。人，換了位子會換了腦袋。一個權力慾望非常集中。非常霸權的

人後。在他沒有得到權力慾望追求。劉政鴻在還沒有當縣長的時候，他是沒有行政經驗。他

只有當過議長，沒有當過什麼。就是民意代表。他沒有說當過農會總幹事。他只有當過理事

長。理事長是代表職。沒有實際的實權。他沒有當過行政首長。那，他民意代表當然是，拱

手作揖。大家嘻嘻哈哈，你要爭不到還你人情，爭不到我有努力。那你當首長的話，你要做

很多的建設維繫。你做久了之後，一部分人他是反對的。那你如何、怎麼樣去調和鼎鼐、是

很不容易的。很多人是可以共患難，不一定可以共享受。當他接了縣長之後，他接大旗。尤

其第二任連任之後，根本任何人講話，因為他老爸老媽都死了。沒有人的講話他聽得進去。

他儼然是一方的土霸王。那第一屆，選舉之前曾經，欸我不是叫你來拈香的拉。因為前面一

屆，傅學鵬的副縣長，他只有去捻香拉，或者人家來抗議，你去接受的。其他沒有，公文不

經過副縣長。 

我：這樣喔？ 

李：公文的局處就到秘書長，有參與、參與到秘書長，直接送縣長。沒有經過副縣長。 

我：所以，林久翔等於是？ 

李：在以前的傅學鵬任內，也沒有經過副縣長。所以人家一直批評，副縣長根本就是虛位。

在選舉前，要撮合，正劉黃聯軍，他對於土地改革拉、土地分割拉，或者是都市重劃，這一

塊，以後由你去負責。也就是工程建設方面你去負責。那我就把其他的弄好就好。但事實

上，一直到結束為止，不要說第一屆，連第二屆，苗栗縣的不管大埔、不管銅鑼，不管哪一

個，到沒有任何一件是林久翔去參與的。 

我：所以只是選舉上說說？ 

李：也不是林久翔沒有政治資源拉。因為它的大小全力一把抓，你連在關務派出所要用的工

友，都是縣長決定的。你連到竹南的， 細的、 南邊的，臨時約雇的，都是由他這邊。而

且他的臨時人員。約僱人員也好。約聘人員。一共有七八百個人。哪一個是林久翔用的？林

久翔私底下跟原來竹南鎮農會的前任總幹事「林明松」，那是他的，他叫他姐夫嘛。也就

是，林明松的老婆。是跟林久翔有一點親戚。所以，他們曾經，竹南的主委自辦市地重劃。

那是自辦的市地重劃。也小規模，那個是有辦成。那個不代表是縣政府的公權力。就是人家

地主同意來自辦市地重劃。那找個規劃書來設計，設計出來以後來施工，施工完以後就按照

這個比例分配。 

我：按照你這麼說，林家就是跟工程、或是跟重劃，都市計畫之間有什麼淵源嘛？ 

李：沒有。 

我：那為什麼當初會談這個條件？ 

李：這個是選舉前談的吼。那到不能行諸契約拉。怎麼樣繼續信守承諾。那有些是講講，他

自己都忘記了。那權力慾望非常集中的人，他是不會…掉一顆誌嘛。所以他是非常獨裁非常

專制，權力非常集中。所以他是不會受任何權力。所以在劉政鴻當縣長，過去何智輝這麼霸

道吼，你說警察局的、派出所的工友，大概警察局。因為是你們要用的這些偏遠地區的工

友。現在不要說工友，連掃地的臨時的那個，你都必須要請他決定。所以，整個完全中央極

權主義。現在你說當哪個學校校長哪怕說高中的校長，你的約僱的你都沒有權力，你校長完

全都沒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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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劉政鴻連這個都會管？ 

李：這個通通，反正人數不管臨時或是約聘，正式及工友，或者國家派任的，一定要經過他

那邊。國家分發的要經過他。那他當然不能反對，但是他有調動權啊。他是工程、經費還有

人，人跟錢跟工程一把抓。沒有一個人數是副縣長介紹的，副縣長批掉的。或者哪個局處長

說，這個是我可以決定的。或者哪個校長、哪個學校。不管哪個學校。縣屬的消防局、警察

局環保局這些你的任何一筆經費。都是要，尤其是人事、工程方面的都是要經過（他）。 
 
我：黃派後來分裂，05 年選縣長之前黃派就有分裂的跡象了，我好奇為什麼後來黃派會走

到這樣的局面？ 

李：當年 後是，老黃派的掌門人是黃運金年紀也大了。大了，後來往生了嘛。老黃派幾乎

沒有人可以來接了。剛好碰到一個，何智輝從，他原來在中和做力霸鋁門窗。那，連夜跑回

來，因為徐織錦原來的頭屋鄉長謝英傑在他退了之後，去當議員。，鄉長就給徐織錦接。徐

織錦當過鄉長，然後去當議員。阿議員也當了兩屆還三屆就不想幹了。那，頭屋鄉的黃派沒

有議員。那沒有議員他剛好回來。黃派的人沒地方投。何智輝回來了，就徐織錦他們支持

他。代表黃派選。那個時候任何一個人出來，因為這個底子是，幾十年黃派都有縣議員。所

以你回來接黃派議員你當然上。你就找一條豬出來你都會上。 

我：剛好何智輝就接上這個位子？ 

李：就接上這個、議員。又剛好謝金汀也非常跋扈。謝金汀第二任他的議長要劉國昭。副議

長要用劉政鴻。那，這個節骨眼上小劉派的這些，小劉派的徐文智，後來當議長的徐文智。

他們劉派的這些人就集合起來。大概有十票。就去結合何智輝他們黃派的被叛軍，反大劉

派，跟謝金汀不合。他這些十票，加上黃派、劉派，十票、造反。所以才會徐文智當議長，

副議長給何智輝。何智輝回來當議員馬上當副議長。他就是因緣際會因為劉派這些人反對劉

政鴻，你還要當議長。所以要給謝金汀難看。劉、黃聯軍真正，真正劉黃聯軍第一戰是從這

次開始。 

我：民國幾年開始？ 

李：徐文智是民國七十一年。 

我：所以就是何智輝第一任選上議員。 

李：就搭徐文智當副議長。 

我：那他的崛起其實是蠻傳奇的耶。 

李：他上了以後，當了副議長因為，黃派那個時候斷層，老的劉定國也死了，那個黃運金老

黃派也死了。但，他是代表老黃派去，那新黃派這個系統是傅學鵬。後來才傅學鵬去選省議

員啊。當年的，大家去談就是鐵三角。林佾廷當年他是大老。那，張秋華等到謝金汀下來之

後，那一屆謝金汀第二屆下來，也就是何智輝當了一副議長。那第二屆，縣長張秋華要幹。

那林佾廷他不選立委。他要選省議員，省議員當年。當年一軍去選省議員，二軍去選立法委

員。因為立法院老立委還在。所以才鐵三角。縣長張秋華，省議員林佾廷、阿立委何智輝。

記得何智輝當年、當選是靠林佾廷跟張秋華，張秋華。張秋華當過那個苗栗市的兩屆鎮長。

那也，何智輝當副議長的時候，他也在當議員啊。可是他，因為黃派要有一個代表。所以他

也…。黃派造反的這十票，包年谷慕嫻拉這些。當年、張秋華這些，當年都還是包括傅學鵬

都是議員。所以鐵三角一票一百塊錢、三張票一百塊錢。省議員投林佾廷、縣長投張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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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起買？ 

李：對，你一起買。三個都上。過沒多久，變成三角鐵。三個就勢不兩立。 

我：那傅學鵬在這三個裡面是什麼角色？ 

李：他沒有在這三個裡面。他當年議員完了以後，一心就想選省議員。他就繼續在當個議

員。當副議長。那當副議長之後。那一屆副議長做完他就不做了。他就等省議員。所以省議

員林佾廷，當完五屆以後，他就不做了。 後那一屆，因為林火順也不選，所以林佾廷也不

選。可愛的對象不選他也不選。 

我：所以傅學鵬就接了？ 

李：所以才跑出，那個林久翔。啊，新黃派就跑出傅學鵬。海線，當年林火順不選，跑出陳

超明。那還有一個是，那個辦 boss 雜誌的老闆叫做羅幸春。他就是縣議員，原來很有錢開

陶瓷廠。後來跑去選， 後一次，選省議員落選破產。那再加上那個時候李森永也出來選省

議員。那個叫。所以那一屆省議員很多人選。 後一屆的省議員。 後一屆的省議員，後來

就傅學鵬當選、林久翔當選、陳超明當選，傅文政也當選。那包括李森永也當選。（28:19）

他如果不出來選，林久翔票會更多。他是拉到林久翔的票。傅學鵬是拉到傅文政的票。 

我：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黃派其實在鐵三角，後期之後，就開始大家分支了？ 

李：大家就三角鐵拉。 

我：各自有各自的發展？ 

李：縣長，張秋華第二屆結果就何智輝跑出來跟他競選拉。何智輝跑出來跟他競選，當然還

會支持他嘛？林佾廷還是支持張秋華。因為國民黨提名張秋華。林佾廷一輩子都支持國民

黨。那傅學鵬當然會支持張秋華。何智輝按理講沒有這個氣勢。他就是因為去找到海線林火

順。劉派系統去支持他。所以第二次的劉黃聯軍。苗栗縣第一次劉黃聯軍是何智輝跟徐文智

那一場正副議長搭檔。第二次大型的劉黃聯軍是何智輝選縣長，去跟林火順合作。 

我：這樣啊？可是林火順沒有當上副縣長啊。 

李：那個時候沒有副縣長啊。副縣長是從傅學鵬時候開始。（我：喲？）這個地方制度法是

從陳秀龍開始，才找陳秀龍。 

我：我知道陳秀龍當了很長的副縣長。 

李：當了兩屆。 

我：之前沒有喔？ 

李：之前沒有副縣長。所以，林火順當年支持他。那本身他也就沒有參政了。因為他又去搞

了楊文鑫的副議長。所以李登輝要抄家滅族。中山的十八標說要辦他。所以他後來跑路拉。 

我：所以我可以說，在鐵三角的時代之後，黃派基本上就沒有一個可以主掌全局的人。 

李：黃派沒有可以單一領導的人。已經分裂了。因為新黃派就變成傅學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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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傅學鵬自己成為一派。 

李：老黃派就何智輝。林久翔、林佾廷這個已經沒落拉，變成一個分支。那劉派裡頭，到劉

派因為劉闊才往生之後，謝金汀離開政壇，劉派幾乎已經沒有了。只有小劉派的林火順，後

來現在的劉政鴻。 

我：所以相對來說，劉政鴻一直在劉派的路線？ 

李：不過他當完兩屆縣長，現在劉派真正在他身邊的也不多了。現在他變成劉政鴻派。就是

劉政鴻縣長派。當年他再去找一些阿哩不搭的吼。重新組合，由縣長這邊來號召這些政治遊

民拉。這些人進來。已經不純的劉派。現在真正劉派的核心幹部。 

我：是在陳超明那邊嘛？ 

李：沒有，後來陳超明跑去你們民進黨了。 

我：不算劉派的？ 

李：陳超明他真正選舉的落選過兩次立委。其實因為劉派跟他的互動。他主要打著民進黨，

正統民進黨他就敗了。他現在的選舉主要幹部就是劉政鴻縣長派。也不純劉派。就是劉政鴻

的班底，就是他。劉政鴻這些班底是當年有我們從九十四年縣長，選第六屆立委、到選第七

屆立委，這樣一路栽培起來的這個劉派。這個劉派因為他當縣長。也許磁吸效應。劉系的比

較多，又去加一些阿哩不打的。但是還是有一些人是跟著我的。那我們是不分派系的。就我

們默默的低調。就當這一次林久翔跟徐耀昌黨內國民黨初選。劉政鴻系統當然全力支持林久

翔。我們這個部分就跟徐耀昌合作。 

我：所以反而是劉政鴻自己成為自己的人馬，本來的你的這邊原本的劉派的班底就沒有跟著

劉政鴻走。 

李：有一部分沒有、有一部分有跟他走。沒有受過他的資源的，他媳婦拉、她女婿拉他的

誰，安插在裡頭工程給你包的拉，這些因為縣政府的資源。所以叫做「縣政資源派」。真正

老的、情感的劉派吼，他三分之二，我至少還有三分之一。因為劉派很多系統，都還是跟我

走得非常近。但是我們很低調。也就是，看不起他的行事風格。看不起他。所以，他兩屆縣

長原來的舊的辦公室，後來改建的新辦公大樓，在第二辦公區的，我縣長室我沒有去過一

次。因為他當上縣長以後，很多行事風格。跟當年是，每兩個禮拜，縣黨部主委，我、江德

利、林佾廷他五人小組。會來我辦公室，或去林佾廷別墅，或到縣黨部主委辦公室，或到哪

裡。我們會定期會把這兩個禮拜有哪些重要的困擾，怎麼去應對。是集體來做決策。然後大

家提出他的看法。提供給他作為現在的參考。我們都不入閣。 

我：在他當縣長的時候？ 

李：在他選縣長的時候。後來就一直太多人去捧他。有時候就忘了，換了位子、就換了腦

袋。所以這個就沒有拉。他的很多行事風格，就今天來我家、明天又來我家、後天又來。 

 

【受訪者編號 I 】 前工研院會計資源中心主任 鄭桓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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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園區是一個基金，是一個循環基金，他擴展他的土地的時候，只要他銀行同意讓他去貸

款。然後租地買地拿地去開發、開發以後就把這些空間出租給園區的廠商。廠商收到錢、收

到租金以後我們就把這些租金會到基金、去還錢，因為我們跟科學園區發展基金是跟銀行貸

款。那當然開始的時候有一筆，那時候差不多是四十年前。有一筆一百億還多少。這個基金

完了以後，不夠了就去貸款。然後就生生不息。現在園區好像差不多四百多公頃。廠商住滿

了、收了租金。所以就繳回去基金來還這些貸款。現在當年新竹收來的錢，現在還有賺。園

區完以後，接著就高雄、台南，就再去做。那跟台糖買地。這一塊地。 

我：竹科擴廠的 IDEA 是從哪裡來的？ 

鄭：我那時候找台糖的時候，台糖的處長姓潘、潘處長。他那時候就問說，這個可以這樣做

嗎？我是大膽、我是搞會計的。我就說，為什麼不行，從左口袋賣給右口袋，而且又都是政

府機構。科學園區有一個產業工會，勢力蠻大的。那如果評估下來說，新竹，新竹本來有，

後來就到竹東的新竹市的部分已經徵收完畢了。那時候就是以公告現值的 1.4 倍，公告現值

的 1.4 倍來承購，所以到竹東徵收那一塊的是三期徵收。現在已經徵收完畢了。這新竹市的

部分徵收成功了。但是到新竹縣隔壁的新竹縣就在寶山那裡，新竹縣拒絕，拒絕理由是價格

太低了。可是新竹市是傻瓜啊？新竹市的農民賣掉。但是就要 mark up 是不可能，國家也不

可能給這麼多。所以就徵收不成。徵收不成，就回到園區，我那時候剛好在裡面。我在基金

有兩任的時間。就不成，那怎麼辦呢？同業公會那時候就折一個彎，轉一個彎。轉一個彎就

是說，就是進退兩難。因為新竹縣不來了，所以我們因為新竹縣人口已經飽和了，我們就業

人口已經足夠，就業人口在新竹市已經不夠供應了。所以我們乾脆往就近的。就是苗栗。苗

栗就是銅鑼。就講銅鑼這個地方。那時候叫做，引用朱高正條款。朱高正條款就是，那時候

當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跳到桌子上開罵的那一個。就是說，把地籍貧窮的地，人家不要去的

地方，讓他變成免稅。而且享受跟科學園區一樣的待遇。鼓勵廠商去那裡投資。這就叫做朱

高正條款。用這個條款去要銅鑼這一塊地。銅鑼也就撿到一塊黃金地。就是透過同業公會的

運作，這就叫做「運作」。同業公會根本就鬼扯蛋，就是說，這是一個運作，你好好的看銅

鑼那塊地就知道，去徵收三年了，一塊地都沒有建東西。就是因為農林公司，是翁大銘的。

所這就是背後。 

我：當時候到底是，何智輝主動來找的，還是說是你們？ 

鄭：這我就告訴你，這根本就是鬼扯蛋。新竹縣徵收不成，真的沒有地了。大家想想想，為

什麼會想到銅鑼？又因為有朱高正條款。所以就套進去。這就是你們學生讀書，這邊要讓你

們聊解，什麼叫做「運作」。這裡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你說，何智輝什麼、還有翁大銘。他

是 大的股東耶。農林公司。可是，去徵收第一年沒有談成。就那麼巧，農林公司那時候掛

名董事長，我一看，發現是我大學同班同學。姓王。名字就不講了。他也是人頭。他也是翁

大銘的人頭。他當然跟國民黨關係很要好。然後可是我是在園區裡面的人。同學就碰到，一

講就是。他就跟我講：peter 我告訴你，三七五減租，那裡頭那些佃農，三七五減租是裡面

我有一百塊，我賣，給佃農 37 塊半。我地主留 62 塊半。可是，現在佃農反過來，要 62 塊

半。你農民才 37 塊半。一年兩年三年。談到第三年，要進到第三年我就知道難了。可是園

區發展真的遇到瓶頸。那時候是半導體 熱，LED 剛開始，我那時候還在工研院。可是張

忠謀已經來了。真的是廠商要地。以當時的情況，跟現在中國大陸在比。他總共送地給你、

規劃好，他真的是這種投資環境差很多。所以園區那時候，想辦法要找這一塊地，找不到。

三年要到期了。我都不是什麼、我也不是什麼立法委員，我也沒有地，那時候我常陪柯建

銘，我們新竹立委，還是反對黨的時候，我常跟他在，我說：欸！委員，竹南有一塊地。那

時候二高剛蓋好，二高下來到竹南這塊地，只有五分鐘，下來五分鐘，一高接二高，很快，

系統接過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衛星城。柯委員問說，有這個地嗎？我說有阿。一百公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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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養豬研究所。我們那時候跟工研院養豬研究所常常在一起。他說我們去看看。他說不用

看了，我說這台糖的地啊，他說去找經濟部長，那時候算經濟部的組織。部長，很好啊。你

找他要用地，那時候柯委員是經濟委員會的召集人。哦，更好。又符合他的意思。部長誰，

我忘了。然後，找部長前，他先找台糖董事長。台糖董事長連絡以後，我就在旁邊聽，他就

帶著他的會計處長，潘處長我記得。他們的案子都我在審。我那時候也擔任經濟部的審查委

員。結果，第一次見了面，然後柯委員會計財務也不太懂，那我就告訴他，這一塊既然是台

糖的地，賣給國科會。解決我們這個用地的需求。那，銅鑼已經確定解編了，已經不要了。

我們園區也放棄了，所以柯委員才找你來談這塊，那台糖時候就說，我南部還在賣所以我不

知道，我說你們現在每一年年年虧損啊。你賣這一塊地，業務還可以賺錢耶。一定賺的嘛。

因為成本一定很低嘛。一定會轉的，搞不好還可以發獎金。何樂而不為。他說，可以嗎？我

說，看你怎麼訂嘛。但是一定要做成買賣。要怎麼賣？我說談妥以後，你現在趕快編下年度

預算。你就編一個歲入，然後叫國科會，編一個歲出，對國家總預算，沒有影響，可是這裡

一個歲出、一個歲入，這個預算很好做。立法院也不會罵人，然後國科會那邊是，透過基金

來買的，也沒有造成你資金不夠。這是用國科會的基金來買的。來貸款來買的。也沒有這個

問題。太棒了。很快！我為什麼提到這個事情呢？就是，去年十月，柯委員在選舉的時候，

他的助理打電話來問我，鄭主任你有沒有記得，柯委員過去對地方有什麼重大貢獻？ 重要

一個就是竹南園區。這裡本來養豬研究，後來研究到要做豬的器官，來作為人體的植物等

等。是這樣來的。這一段完了以後，上面都底定了，底下，苗栗的立法委員、苗栗的縣議員

就開始。他們平白撿到這個耶。然後就開始做一些運動啊做些活動，才說要把養豬研究所牽

走，做什麼。其實都是演戲啊。這就叫做運作。我跟你說，之前有一股金錢的運作，現在有

一股社會的運作。社會運作。什麼污染啊、什麼防臭啊。就找學生、找什麼。這個過程過完

了，就徵收了。基本上我那時候設計垂直發展。就像我後來繼續做園區的時候，在台中有一

個，台中到執政、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台中科學園區，就是楊文科去當局長。他彰化二林也

變成衛星園區。他那時候友達要弄什麼。他後來在那裡失敗了。敗掉。可是，每一個科學園

區一定有他的衛星。園區的規劃。這個在這裡規劃的時候也一樣。園區的第一期規劃，新竹

規劃的時候也是一樣的。他是每徵收一百公頃，或兩百公頃，就配住宅地。 

我：那個時候就這樣想？為什麼？ 

鄭：就是一個人文聚落。這是一個很好的 cluster。這要問一下園區的副局長，一個女的叫童

什麼。新竹科學園區的副局長。他那時候蠻堅持綠化的概念。然後第二個，他那時候山坡地

弄得很嚴格。還有他做的一些景觀、綠化還有什麼，都很嚴格。接著就徵收地也一樣。這是

參考國外的作法。一個工業地一定配合住宅。所以你看到二期，徵收二期是在寶山路的這

邊，那裡有一大片的住宅區，那個就是徵收二期的時候，畫那一塊為住宅，那一期的時候，

就在龍山社區。很清楚。 

我：竹南基地在規劃的時候，也有畫住宅用地？ 

鄭：有。他那時候設計是這個想法。所這就叫我們講的一個 cluster。這一塊地，我們現在有

三部遊覽車每天台北新竹來回跑。我當初規劃不是這樣。他們問我說要不要補助車費。我說

我們搬到這裡，已經五年了，已經五年還在台北竹南這樣跑。沒有深耕嘛。人五點鐘不到，

就準備行李，五點鐘回台北。明天一大早九點來，所以根本沒有在這裡深耕。這個部落是失

敗的。所以，我們園區那時候規劃，不是我規劃的，我在旁邊看，這樣看著長大，然後我們

晚上聚會就在一起，哪怕到 downtown 他們有下來吃飯的人，我們會碰在一起。這個就會落

地生根。所以半導體是這樣起來的。那，這裡沒有、跑掉了，三部車，有一兩百人就幾乎跑

掉了，其他人就跑去外面租房子。四散。沒有一個聚落。所以竹南沒辦法，那時候一百公

頃，科學園區有，那一邊有一期二期、三期都有。這是唯一很可惜的地方。所以為什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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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部分我講一講。生物的部分。你要知道，新竹的部分是因為有新竹的工研院，新竹的

交大、清大，這是一個聚落，本來在裡頭。生物，我那時候喊生物，那時候，為了要套。部

裡頭在問，這塊地做什麼用。我說不是養豬研究所嘛。我們就說，那就做生物嘛。做生技

嘛。當時候是為了要突破法規。是這樣弄的。那也通過了。通過完以後生技那時候市場不

大，沒有來申請。LED 起來了，就來搶。你看群創就搶第一個。 

我：你們那時候預見的產業發展前景是什麼？ 

鄭：我那時候想，是要幫助廠商拿到地，沒有想到產業。 

我：但科學園區不是有用地需求？ 

鄭：沒錯，那時候 LED 才剛剛開始，還沒有看到遠景。我們在講，是很認真在講。那時候

半導體起來了。可是 LED 還早。所以也不曉得 LED 是怎麼樣。LED 的投資案我那時候也在

寫。我那時候看、藍光到綠光綠光到紅光...不曉得要做什麼。是要做遙控汽車。後來沒想

到，應用這麼多。所以，那時候為了這個一百多公頃的地。憑良心講，我的概念。我那時候

做柯建銘的 advisory，就是說，先把它拿來當新竹的衛星地。讓法律上、法規上。新竹已經

有了，竹南就搞一個生技。但至於到時候配地，配給什麼地，就不是我的事了。他們是配

了。可是我當初是真的想說，原來養豬研究所，要做生技。而且那時候工研院的生物研究

所，也起來了。所以我那時候就說做生醫。是那時候一股腦，先讓法律通過再說。一百公頃

不大。那時候從這裡的時候，台糖來告訴我，他們一百多公頃，中間留一塊地，要做聚落。

我說可以很好、應該的。留點給地主他們要發展，他們要做什麼。服務性的周邊的 busniss
都可以。後來沒想到地被搶光搶得，後來都賣光光。我後來才知道都賣光光。這塊地台糖賣

很多，完了之後，台南就如法炮製。 

 

【受訪者編號Ｊ】訪談前苗栗縣長 傅學鵬 

傅學鵬：那邊的地公告地價就比較高。徵收要四成嘛。所以那時候就是國科會的預算不夠。

不夠就沒辦法在那邊做，就到銅鑼來。台堂那邊也是個丘陵地嘛。那個地價定的有點高標。 

我：就不合理拉。 

傅：但是那時候公告地價大家沒有意見嘛。後來我們上任我們認為說，要做的話，你交通各

方面，因為你銅鑼要做，又要交流到對外交通各方面，而且我們講實在，能夠發展成一個都

市一個形態，又腹地然後又帶來地方的繁榮。要有腹地嘛。銅鑼這邊腹地太小。都是山，兩

邊都是山。中間一點點平地，平地全部房子已經蓋拉。對未來整體的發展，我們認為還是有

差。有差。我們認為台糖地價太高。後來我們跟科管局有達成協議。他就一直說，只要在三

十億內，三十億左右，他們願意徵收。不過他們沒有預算。我們又開一個會，又馬上通知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地價，就認為他的地價太高。就把他折半。我記得好像是四千折半成兩

千的樣子、還是一千八。地價折半，那時候他們董事長還是總經理，張榮衛還要來告我。告

我們縣政府。 

我：就像洪奇昌那個嗎？賤賣國土？ 

傅：洪奇昌那個是賣給私人。我們是賣給政府。根本沒有什麼利潤可談。他們認為說台糖也

很不合情理。他把很多土地賣出去變成他的預算，配股。然後又發年終獎金各方面，八個

月、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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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個也都還是公家、大家的錢這樣。 

傅：利用公家留下來的土地，賣了好像是你的收入。這個很不合理。現在台灣就很多這種情

形嘛。像是台北，那些個方面。不是你台糖本身，營業收入。是完全土地以前都在都市，現

在旁邊已經發展了，在都市計劃區裡面精華地帶，那也是政府傳下來又傳出去的。那精華地

段，台肥以前，像現在肥料沒辦法做了很多到國外去。那那些土地都值錢拉。像新竹市就很

多。 

我：所以他剛好就位在都市要發展的那個核心。 

傅：他外圍都已經發展了。因為以前你民國五十年、五十幾年，都有一個什麼台北汙染工

廠，什麼台北場租要來苗栗設廠。地方是打鞭炮歡迎的。整路都是鞭炮，歡迎他來設廠。因

為有工作做。以前沒有工作可以做嘛。你在我們這種年代，我四十年出生的，你在五六十年

我們公館沒有工廠，一家都沒有、小型工廠都沒有，那以前有紡織廠，小的紡織廠，你想進

去上班，他要錄取四十個人，他們有幾個董事長，分兩個三個董事長，你要透過非常多的關

係，才能進去上班。以前是這樣子啊。所以，有一個工廠到某個地區去設廠的話，管它汙染

不汙染，大家都鞭炮歡迎嘛。因為吃比較重要嘛。這是題外話。 

那在台北我們開了地價評議委員會，就把它列為土地收入，反正左手換右手嘛。你這邊徵收

的錢，國科會出，拿回去台糖也是你政府的單位，我們把它減下來，減下來就馬上辦徵收。

八十六年，三月上任，我八十七年就開始做了。我們認為這樣才合情理。做了以後，我們八

十八年，八十八年，六七月、七八月，我們就動土了。那時候請連先生、連戰來動土。連戰

還是副總統那時候，準備要選總統。我們八十八年就動土，動土那時候一百零四公頃開始。

一百零四公頃，動土以後馬上就有「統寶」很多就進來了。統寶就是金寶、仁寶還有東元 
他們幾個 合資的做低溫多金夕的。他們那時候還要三洋作技術移轉。後來又沒和他們移

轉。技術做不起來。自己沒辦法。統寶已經派了二十個人在日本三洋做學習。未來所有的產

品有權利金。產值多少就要繳多少給三洋。我記得是我們工研院從國外請回來的學者。他說

後我們會搞。 後就是這個權利金。 

我：就是學回來我們自己去研發。 

傅：我們自己會做。阿結果就是，我們統寶和山洋就切斷關係，切斷就要賠錢嘛。要賠他幾

十億。就是學回來結果做不出來。 

我：後來就沒有在這邊投資設廠？ 

傅：後來有投資阿。現在就改為群創啊。就是那家統寶。他那時候，統寶就拿了差不多將近

三十公頃去。後來給為統寶現在奇美電阿。 

我：那為什麼後來群創要在這邊擴廠？ 

傅：我這樣解釋給你聽。這個統寶開始做，八十九年開始做，九十年一直做，把三洋切斷以

後，自己一直在做，做的大尺寸的他沒辦法，小尺寸的清晰度還可以。大尺寸的他完全沒辦

法。良率很差。一直做不起來。那時候「陳瑞聰」我們政府從國外請回來的一些學者去工研

院，認為他們會搞，就當執行長。結果就搞不起來。題外話，後來又來了很多公司馬上就滿

了。因為八九十年那時候，我們稍微景氣還可以。企業界那時候，因為前面是李登輝，總統

是戒急用忍，後來阿扁對去大陸投資就是有點限定，晶圓全都不能去嗎。不能去大陸投資，

還有一些規定嘛。所以在台灣投資的就比較熱絡一點。熱絡一點就在那邊就滿了。滿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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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又希望來，郭台銘因為他有一種雄心嘛。他做什麼事情都希望能夠一貫。有種霸氣。

他認為就說，他各方面也就缺了面板這一塊，他對李坤耀、崑山的場，聽說參觀，他認為他

要設這個廠。後來把段行健、他以前是聯電，聯友光電的總經理，那聯友光電後來和達基李

坤耀合併，合並變成友達，那又由李坤耀為主，那段行健就走拉，離開了。後來郭台銘就請

他來當總經理。因為，他對面板這一塊也內行嘛，光電這一塊內行。內行就沒有土地嘛。沒

有土地那我們就想調說台糖還有四十幾公頃北邊的就養豬研究所那裡。我說你養豬研究所那

裡沒有需要留到這麼大嘛。 

我：你說台糖那時候還有四十公頃的土地？ 

傅：對。台糖他本來要留來，他自己申請一個工商綜合區。阿有養豬研究所。我問你養豬研

究所，留個五公頃、六公頃就夠了嘛。旁邊因為還有國衛院， 下面在做國家衛生研究院，

那不談。那一起核定。那時候就四十幾公頃，台糖就弄了一個工商綜合區。民國八十幾九十

年那時候很流行，就一塊土地幾十公頃，規劃讓你馬上自己開發，做成一個華納威秀一樣，

那個綜合區非常熱鬧。但是後來坐不起來嘛。做不起來，八十幾年開始做，那我們就去把，

台糖的四十幾公頃一並徵收，徵收給郭台銘。給群創。群創後來因為面板飽和，才和奇美合

作，群創先吃了，先合併統寶，統寶合併以後又和奇美合併，變成奇美。那郭台銘那四十幾

公頃已經拿去。我們認為，土地還非常需要，還不夠。不夠我們就想崎頂這一塊。我在八十

六年上任、八十七年就找了很多塊，本來想說台北醫學院要來。那時候董事長「夏漢城」是

吧？我也特別去拜訪。他們也一直來看。看到後來提出計劃，他認為他要來這邊。那大部分

很多國有地。來這邊。這邊的話，他們意思是說慢慢要遷校，因為他台北吳興街土地也漸漸

值錢了。教育部也還不同意。完全不同意。他說你們這要搞好像會有後遺症。那很多在都市

的學校，就一直往郊區在遷的話，這一塊就是精華地段。變成說教育部不同意，不同意我們

談，就給他們看了Ｎ次。也拜訪了教育部、拜訪什麼董事長，一起去跑。透過那時候阿扁執

政，透過「黃華」拉，那時候非常多人，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沒轍了。沒轍了我們想科學

園區也要擴編，應該要擴編，對地方也有發展，而且崎頂那一代土地貧乏嘛，都是種一些低

價值的作物嘛，沒辦法種高價作物嘛。那邊沙地嘛。開發根本沒辦法怎麼做。就把它擴編過

來，擴編的話 350 公頃。350 公頃整片擴編，350 公頃再畫，再畫就開始規劃啊，一直在辦

說明會，但是地方有的就認為反彈嘛。反彈當然是難免。崎頂這邊沒有反彈。但是就是科學

園區旁邊的在反彈。因為你科學園區旁邊有一百五十公頃已經成立了。那我在旁邊我就已經

獲利了。你現在這樣一搞過來，連我也都搞進去。老百姓的想法就是這樣，這條道路一定要

開，不開地方不會發展。但開了時候，又不能弄到我的土地嘛。又要在我土地旁邊過。 

我：就是 好開在我家旁邊，我可以獲利這樣。 

傅：對對。因為 150 公頃科學園區在這邊嘛。旁邊一些土地已經增值了。那過了這邊崎頂還

是完全保持原狀。都是沙地沒有用。但是你不能後面這邊整片三百五十公頃，連這邊，當然

會有很多保留戶。房子什麼我們會留一條道路過。兩個園區嘛。他根本不衝突。所以來做。

所以當然有的因為道路問題會有一些反彈。大家會不高興，會認為說，你這個園區一百五十

公尺，我這邊就等著升值等著，我在旁邊嘛，等著獲利了。會有這種情形嘛。 

我：所以縣長講的差不多是民國幾年的事？ 

傅：你剛講的是崎頂要開發擴編科學園區，另外一個是崎頂跟大埔中間那個，就是公益路兩

側，那個都是保留戶、那個不會動到，不會動到。因為公益路兩側，在裡面的一定會認為，

雖然現在還不是建地，可是早晚也要畫為建地嘛。因為科學工業區在這邊嘛。那遠的話慢慢

熱鬧起來嘛。但是我們的看法就是說，因為崎頂那一片本來要給台北醫學大學，他不來了。

擺在那邊。那年久放在那裡，那邊土地憑良心講，使用價值...。主要是那一片就三百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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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有一些三百公頃，那很多國有地嘛。國有地很多在暫住、占用的人，他現在說，我

現在佔了， 起碼也不用繳租、不用什麼，你把它拿去。那劉縣長就是認為說，在各方面手

段就是比較粗糙一點。但是我們認為說，就算國有地。你站住了，我們也會尋求法令上來補

償給他。就像我們開東西向快速道路一樣。你有承租的，我們補償你兩百二十萬，沒有承租

占用一半，他對折一百一。因為這以前有例子可循。就是說，雖然我沒有承租、沒有佔用，

但是我多年把那什麼一些荒地慢慢開墾，我也有一些開墾的價值嘛。把它弄平嘛，把它想辦

法弄好嘛，所以我們有一點補償的話，我想百姓的話就不會說，因為那也不是你的土地、不

是永久的嘛。像劉政池慢慢可以讓你去購買還是怎麼樣。那國有地是沒辦法。是這種情形。 

我：所以那時候你在講的是說，那個科學園區就是說現在已經蓋好的竹南科學園區周邊要擴

大的時候，就是你們那時候跟崎頂要新增科學園區是同時在構想的。 

傅：不，我們就是科學園區這邊，目前一百零四公頃擴編到一百五十公頃。現在就後來崎頂

這邊嘛。這個錢未來開發，所有錢還是要科管局出。科管局同意我們就是辦徵收而已。我們

縣政府只有辦徵收，那現在劉縣長他們做的是縣政府自己在做的。我們去幫科管局作。全部

經費是他出。我們幫他辦行政程序，土地弄好就交給你拉。那科管局就給我們唯一一個但

書，就是我們要出一點經費就是，連外道路我們要負責。連外道路我們要負責。他這邊你園

區裡面，全部他負責。包括什麼廢水什麼、自來水他負責。那連外道路我們要幫忙。那連外

道路我們像柯管局這個沒有問題嘛。科管局已經成立了，連外道路就向交通部要了嘛。 

我：那現在劉縣長他們在做的那一塊。他們那一塊，背景大概是怎麼開始的？ 

傅：有的不方便講拉。 

我：傅縣長，可是那時候就有這樣，那時候大家就覺得那邊可以開發嗎？ 

傅：我們面積不一樣，我們是三百公頃、三百多公頃。因為這有一個原則，你們可以去細看

說現在規劃的到底工業區有多少、商業區有多少比例。我們 重要的，那時候三百多公頃預

計也是四十趴還給地主，那假如國有地的話就可以辦好還有三十趴準備去辦公共設施嘛。雙

語學校什麼國中我們就直接設在那邊了。那我們的想法是畫出來我們差不多還有一百多公頃

一百一十公頃左右，工業區，那給科學園區。 

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傅：那全部給科學園區，全部三分之一給科學園區。三分之一準備要補償那些。因為有的是

國有地嘛，還有部分是還有那些什麼叫做什麼公設地，公共設施道路保留地，公園拉、綠地

拉什麼，我們全部就給科學園區不是我們管。就是全部都是工業區，頂多有幾個機關用地，

我們沒有什麼、什麼商業區、住宅區設在那。 

我：因為我們也很好奇，我們後來看那些資料。我那時候其實有看到就是，劉縣長上任之

前，你們所提的三百五十公頃的案子，我就很好奇到後來為什麼變成是縣政府提的那個案

子，劉縣長提的案子，他的比例上幾乎是翻轉過來的，變成是說住宅跟商業用地佔了三分之

二以上，我很好奇為什麼是這樣轉變？ 

傅：這我就不方便講嘛...。這..，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我：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他們是什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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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因為我現在已經跟你談得很清楚。他的不是給科學園區，他自己去做開發。開發以後，

他現在有工業區想要賣給科學園區。 

我：就是說，他現在開發好工業區然後再賣給科學園區？ 

傅：對！你假如說，完全是科學園區在做的話，那科學園區就是要工業區嘛。他要住宅區做

什麼？它本身不會有住宅區。住宅區頂多是有私人土地在那邊，我們用區段徵收，那保留的

給私人，私人土地一公頃，還你四分地，其他的都畫為公設地就是科學園區，也就是工業區

嘛。我們是幫科學園區「核定」。你可以去查，科學園區是核定，我們才開始去辦說明會。

那目前的科學園區不關科學園區的事。我們做的所有經費是科學園區出的，預算全部編列、

全部科學園區編列，我們代辦、帶動苗栗之後。因為國衛院也在那邊嘛。大家一直在講生物

科技。但生物科技需要廠房還是比較小。但是，光電，我們那時候去做，我們 主要就是生

技園區，或是光電嘛。就是這兩個為主。就是統寶沒有做起來很可惜。 重要有一點就是，

三百五十公頃是國科會科學園區核定同意，就所有預算他們支付，我們負責辦。辦好全部交

給他。但是現在縣政府做的是，我現在做好要賣給誰，他自己經營的，就像自治事業一樣。 

我：那為什麼那時候開發三百五十公頃沒有成啊？ 

傅：我跟你說過，就是地方上還有反彈意見。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談的高興一點嘛。 起碼老

百姓有一些意見我們如果只有慢慢談、談到差不多了，我也要卸任了嘛。因為，那八十八年

動工，八十九、九十年群創進來嘛。九十年、九十一年群創近來嘛。再進來擴編那邊，那邊

要進來開始蓋廠房，我們還去動土，九十二年動土，在那邊弄好，繼續九二年九三年，還有

非常多要來，很多意願。我們每年有一個工策會，不是像現在的工策會是每次所有大企業董

事那些，全部都開。所有的大企業，我們都要請他們吃個便飯，大家會談說哪邊哪邊，好像

說需求很高、需求很高。我們就想說，阿，那不擴編不行。銅鑼沒辦法。因為銅鑼那時候我

們也辦徵收拉。徵收起來之後，那邊腹地太小，第二個連外交通沒有這麼快。那九十三年開

始弄弄弄，地方辦了幾次說明會，也要趕。 

但是大家有點意見。那九十四年，我卸任了，九十四年中，差不多已經「掰喀」拉。啊你就

要卸任就要下台還講些什麼話。而且我就有些無力感了。 

我：那可是我就更好奇就是說，那時候縣長所用的方式在地方上有反彈嘛，那後來沒有成，

那為什麼劉縣長用的方式就會成這樣，就是說，劉縣長用的方式是說就是他等於縣政府自己

切出來自己做嘛，對不對。 

傅：這個阿，我們這個不方便講，這不是成不成，誰都可以成啦，這麼說，這個就是你處理

的方式而已嘛，處理的方式，譬如說，劉縣長他現在這樣子做，他假如說不要說稻子長成這

樣，就天亮黎明就出去這樣，我想反彈不會大到這種程度嘛，沒有需要嘛。那當然他自己縣

府要開發慢慢的會了解，找人有一些在那邊，外面有廠房[00:26:54.08]的那不要去聽，了解

真正的情況為什麼會這樣子做，這我們就不方便講，這縣政府自己做的，這樣你們就知道，

那縣政府自己做的，我要怎麼來做，怎麼來分都是我自己決定嘛。 

我：對阿，縣府自己去分配這些事情。 

傅：那你做好了很多住宅區、商業區，科學園區不是要這個阿，我們要的是多一些工廠來

阿，多一些公司來阿，公司工廠來增加就業機會阿，增加很多稅收，增加什麼，你旁邊自動

會發展嘛，你人口多了，自動會發展，你都市計畫區自動在下面，頭份竹南聯合都市計畫，

自動的，本來就是要做，不是住在科學園區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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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對對 

傅：科學園區不是住家嘛 

我：對啦，不是說把人全部丟進去科學園區，讓他們住在裡面這樣。 

傅：不是這樣。 

我：而是要他們外溢這樣。 

傅：不是這樣，那他的做法和我們不太一樣。 

我：那縣長我們蠻好奇是說我們縣政上面阿，比方說像住宅區跟商業區的那個稅喔，就是你

們，就是你們大概可以收到哪些稅？ 

傅：我們縣府的，這是中央齁非常過分的啦，我們阿， 過分的你們可能也知道，微薄泡尾

端啦！ 

我：什麼意思？ 

傅：尾端阿，那 過分了阿，那真的是亂搞，他當過財政局長嘛，一段時間 

我：你說哪一個？ 

傅：韋伯韜。 

我：韋伯韜喔。 

傅：他是主計長阿。 

我：我知道他 

傅：連戰當他的是，後來我們跟他講的話，他完全聽不進去。 

我：怎麼說。 

傅：84 年精省，要把省廢掉，主要就是，要把省廢掉，廢掉以後以前的我們地方稅，就是

印花稅、牌照稅、地價稅、房屋稅，還有土地增值稅，那很少土地增值稅，遺產稅，那營業

稅也是地方稅，但是由省政府統籌分配，統籌分配營業稅 大宗， 大宗是所得稅，不然就

營業稅，那貨物稅那又其次，所得稅那營業稅都有三千多億以前，三千多億將近四千億，那

時候就是，公司在台北在高雄，在台灣放雞屎，在台北市生雞蛋。 

我：但是稅就是他們那邊收這樣。 

傅：他收，因為台北市收的營業稅多阿，所以那時候就有不成文規定，規定台北市收的營業

稅一半要給省政府，那台灣省收的營業稅全部給省政府，加這一半，統籌分配給各縣市，統

籌分配。那我們 86 年我上面，87 年就精省了嘛，那年底就要結束嘛，我們在財政部主計處

開了非常多次的財政改進方案，那時候代表就蘇貞昌和我，前市長，前市長和我兩個，兩個

代表去行政院院會，我們一直建議，後來談妥，談妥後來所有財政局長，有的縣長副縣長去

參加，就認為說元月份還是回歸地方稅，再把所得，因為沒有省政府了嘛，把所得稅的 20%
提撥給縣市分配 ，我們認為韋伯韜不肯，他說 10%，所得稅，營業稅還是回歸，結果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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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認為說不滿意但也可以接受啦。結果後來他們送立法院的時候，把所得稅營業稅全

部歸為國稅。 

我：又回去中央。 

傅：全部回去中央，通過了，我們什麼都沒有，就政府就是變成純純的疊床架屋，那苗栗稅

捐處要幹什麼。 

我：負責收稅給中央。 

傅：現在變成國稅了，就成立一個國稅局，國稅局人越來越多，比稅捐處越來越多人，所得

稅啦，營業稅全都他們收拉，稅捐處不知道在做什麼，本來有稅捐處，不然你就稅務局全部

移交給國稅局就好了，你們去合併就好，結果人事均分越來越多，現在六都在幹什麼我就搞

不懂，你們應當去寫一個這個阿。 

我：蠻多人在討論這個，尤其是地方的六都以外的首長在討論這種稅的不公平。 

傅：這不是這個問題，你們要討論的，這是看小，你要看大，大陸 13 億人口才 4 個直轄

市，台灣 2300 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人家九百多萬平方公里，四個直轄市，我們六

個直轄市，那六個直轄市一下來，他的公務人員人事均用增加多少， 起碼 40%以上，四五

十趴，而且進官，比如說，你現在我們公館鄉公所，我們鄉長的職等是九職等，領九職等的

薪水，選上嘛，現在改為區，公館區你知道嗎，像台北什麼大安區什麼區，區長他們是十一

職等，一個人都沒少，反而增加，那他的建設課變七，七職等，建設課長，現在改為建設科

長，九職等，人員又更多，那你相對的我們和韋伯韜講，包括林全，林全後來有接受我們意

見，但他沒辦法去做 。餅就這麼大嘛，你們稅收就是這樣嘛，只有越來越少嘛，那人事費

用一直增加，那你想要做一些經濟建設什麼都沒有了，那這個國家要怎麼往外出去呢，都在

發薪水發老人年金的話，沒有做一些公共建設各方面，未來的遠景怎麼去做，你國家要往這

個方向去。 

我：因為我想我想問的是說，就是說，比方說縣政府在做一個地方的開發，像你剛剛講的這

種，假設向銅鑼科學園區這邊開發，他可能有周邊的一些，一些設施嘛，包括徵收你也需要

要錢嘛，那我好奇的是說縣府在這過程當中，就是縣政府公部門，他的經費的籌措要怎麼籌

出來，他有沒有可能從地方的那種土地的漲價的稅務來 

傅：沒辦法沒辦法。 

我：不可能。 

傅：沒辦法，自治事業他們現在，一些人講的，這個我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講，他說我那土地

賣了可以賣 20 億，什麼科學園區那土地阿。 

我：對，這種說法是對的嗎？ 

傅：整塊土地他們縣府自己叫做區段徵收，市地重劃，他是把這先去跟銀行貸款，貸非常多

錢來，那叫做專案，五十億六十億，甚至一百億貸來這邊開闢做公共建施，設施，對那張藥

房對哪些有要拆房子的要去補償，一個補償費一個公共設施費全部做好，做好以後土地分給

老百姓嘛，那縣政府可以取得一些抵費地嘛。 

我：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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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那抵費地去標售，標售完以後把這些錢還給銀行，不是你賺的。 

我：就是用抵費地來還給銀行嘛，就抵費地標售之後再還給銀行。 

傅：我問你大埔這塊土地，他現在開發所有道路所有怪手每天在做，那誰付錢？縣政府付錢

嘛，縣政府沒有錢阿，不可能有錢阿，中央也一毛錢也不會補助給你阿，那就先向銀行貸

款，那銀行簽約就是說，那不列債務，政府列入債務規範，所以她就是專案，我就這個事

業，我做完抵費地，我標售完成之後，我就還給銀行這樣。 

我：那這個都是合法嗎？ 

傅：這就是自治事業阿，縣府自治事業阿。 

楊：縣府自治事業(喃喃)。 

我：縣府自治事業。 

傅：這合法阿。 

我：就是說，只要銀行敢借錢給你，就是也都… 。 

傅：這一般都會借。 

我：都會借。 

傅：政府借他怎麼不會借呢，再多他都也會借阿，像我們，像農地，我們農地重劃，我們就

爭取一些工程經費嘛，那猜到哪些人，都是阿，都是工程經費補助一點點，中央，一般沒

有，我們都是向銀行借錢，借錢開始農地重劃，做好道路三米的六米的，全部做好，做好以

後，你們的農田本來一公頃做好只剩下八分多地，一百坪剩下八十幾坪，有的拿去做路了

嘛。另外我們就劃幾公頃，比例出來當抵費地，抵費地就標售出去，我開發這邊我花了五

億，我標售到六億，這五億還銀行，一億也不能拿走，就留在這邊。 

我：就是要還。 

傅：不是，不是要還老百姓喔，是重劃基金，這一區開的基金，所有道路凹凹洞洞哪邊，哪

邊補補，當初沒有想到沒有做到的，就是弄這些錢去做，那是重劃基金，一個地方你不能拿

去其他地方做，這是我們這一塊重劃的基金，就我們平均地權基金一樣，他搞那個很難賺錢

啦，就是自己搞，這不好意思講，我們不談這個。 

我：那像這種，我們舉像後龍特定區的話，他也會像你這樣講是說，他先跟銀行借錢， 後

有一些錢他必須要弄一個什麼什麼基金，然後來當作他 後開發的那個財務來源嗎 

傅：不是，你這樣還是搞不清楚。這塊土地老百姓我來這邊，我有一個計畫我要做什麼，一

定要老百姓同意嘛，老百姓假如同意了話，我這邊辦一個市地重劃，我們是農地重劃，他們

是市地重劃，市地重劃出來就是住宅區、商業區了，老百姓拿回四成嘛，到四成五嘛，這中

間你看比例嘛，你看調節嘛，那有差不多，看那邊的道路多不多，公共設施多不多，不多的

話，我們要預備 30%公共設施，那老百姓拿回去四成，公共設施 30%，就 70%了，那還有

30% 嘛，那有的老百姓拿回四成五，公共設施假如這本來就沒路了，像崎頂那就沒路了，沒

路就沒有公共設施，假如有很多路，我們可以那本來就政府的嘛，公共設施就可以減少嘛，

我們本來要做十條路，現在已經剩下小的，他們有十幾條，加起來就有三條，我只有做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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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七條道路嘛，所以公共設施你就會減少嘛，減少後你就 30%就夠嘛，不然一般要

35%，像崎頂要 35%，就綠地嘛，機關用地嘛，什麼機關用地，排水設施啦，一些道路設施

各方面，遊戲區那些嘛，教育用地嘛，那些都要，一般要 35%。假如你本身那邊道路就已經

有很多啦，那表示以前就很多公共設施地在這邊啦，那我就不必這麼多啦，我 30%就夠啦，

那一般 35%嘛，再加上我們就把預計 35% 高，再加上還老百姓 44%嘛，那就 79%，變

80%啦，就變 80%啦，那就還有 20%土地阿。 

我：對。 

傅：20%土地劃為住宅區、商業區，剛剛我縣政府拿嘛，縣政府是公開標售嘛，公開標售出

去，標售出去，我標出去多少錢，假如這邊有劃，標出去的錢就是這邊的基金，先還這個債

務，剩下就留在這邊的基金拿不走，這樣子嘛。那我要去後龍，我要去哪邊蓋，隨時隨地只

要我這個計畫報內政部同意，我就可以強制做，銀行一定借錢。 

我：了解。 

傅：銀行一定借錢，這銀行怎麼會不借呢，借縣政府很安穩的阿。 

我：可是銀行會借錢是，理論上是都會成，就是說內政部通常都會成，那有沒有不通過的，

但已經借錢的，已經同意借款的？ 

傅：不會。 

我：通常都會通過這樣。 

傅：不是，不是這個動作，他一定計畫送出去要內政部核定，我才借錢阿，我開始開發後才

借錢阿。 

我：就是已經核定了，然後拿那個核定的那個。 

傅：不是核定，已經核定我要做了我才借錢阿，銀行我縣政府隨時隨地借都可以阿。 

我：了解。 

傅：銀行我就縣政府我明天跟他說先周轉三十億，他也給你阿，就簽個約阿，他怕你縣政府

做什麼呢，銀行不會怕縣政府嘛，他不會怕你縣政府倒掉嘛，我們私人他就怕我們倒掉嘛，

那縣政府一定不會倒的嘛， 起碼中央會出面嘛。 

楊：所以縣長我問一下，那所以說如果說徵收的話，那跟銀行貸款完之後，才可以進行徵收

的那個過程嗎？ 

傅：不是，那銀行貸款不是這個徵收各方面的條件之一。 

我：對，就是說他要。 

傅：那是我私人的事。 

我：對。 

傅：我開始要辦徵收，要弄到錢我就和銀行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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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去借錢這樣。 

傅：誰都管不到，那銀行我隨時隨地借都可以，縣政府。 

楊：嗯嗯嗯。 

傅：我和銀行借錢還有什麼。 

楊：恩，我了解。 

傅：不必什麼條件的嘛。 

我：就是說反正縣政府沒有錢嘛，但是他的法定程序跑完，邊跑，等到他真的要用到錢的時

候，就是跟銀行借錢，然後開始動這樣，就是要花錢的時候。 

傅：不是，你現在要一個觀點，銀行貸款那不是事情，隨時隨地。 

楊：都可以。 

傅：譬如說現在縣政府，他的負債四百億怎麼樣，但是這不列入的，比如說他這方面的科學

園區，高鐵站他貸款多少，那不列入這邊，那專案的，不列入債務。那另外還有短期融資，

比如說我和你銀行簽訂，比如說短期融資五十億一百億，簽了，我要用，那什麼呢，那我要

發薪水，我要哪邊用，要三十億、十億、二十億馬上一筆就有，銀行一出來就開始算利息，

那我中央有什麼統籌分配款，補了十億回來，我現在我要發薪水，我要弄到我沒錢嘛，不然

要怎麼周轉，所以銀行，這個銀行，那個銀行就簽訂五十億，五十億什麼短期週轉基金嘛，

那都不列入債務，短期周轉簽訂，那我要去領馬上有，我現在簽訂了不必付利息。 

我：對。 

傅：那五十億我一領二十億出來，我一發薪水發了二十億，馬上就列入利息，開始去利息，

明天二十億，明天假如中央撥什麼統籌分配款進來你這個銀行，一撥進來十億他就算十億的

利息啦，就這樣子算，一定他短期周轉他全部再那邊周轉，他這種債務一定很高，一定非常

高，他不是說那債務四百億，那是省計室的，省計處的。 

我：帳面上看的到啦。 

傅：帳面上，那私底下那債務一定不得了，我可以這麼講。 

我：所以你剛剛講的這種。 

傅：那可以查，我可以這麼講。 

我：這種短期性的，這種要怎麼要知道，要怎麼去查的到，那些東西。 

傅：那只有財政局才知道阿。 

我：財政局就會知道。 

傅：你就預約說，問你目前短期周轉多少，哪邊多少，預付款多少。 

我：那我很好奇這個東西是怎麼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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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什麼阿。 

我：造成你剛剛講得這種，我剛剛看全名是叫隱藏型債務拉，對不對。 

傅：對。 

我：他們叫隱藏性債務拉，那個東西是怎麼造成的？就是你說都是這種短期周轉金，去借去 

借慢慢累積來。 

傅：當然也是中央拉，因為你這樣想嘛，我們地方只有地價稅、牌照稅、房屋稅嘛，所得稅

居多，下來什麼營業稅貨物稅都中央收去，他想給你多少就多少，中央就在苦嘛，中央都在

負債嘛，所以他在負債，他給你的基本需求就越來越摳嘛。 

我：越緊。 

傅：越來越摳的話，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央也不敢管你嘛，你們一直去借。 

我：喔。 

傅：所有縣市你們怎麼借，我們也不管，因為這台灣的稅收，所以我們講，我們是非常看起

來台灣，未來年輕台灣是很憂慮拉，大家是不覺得，其實真的負債非常多，不要說中央負

債，地方負債加起來你就不得了，你真的負債你要去看這樣算，目前，帳面上的你負債多

少，再來你短期周轉有多少，欠多少，再來 18%那時候公務人員的那些 

我：退休金 

傅：退休補恤的錢，那全部欠銀行的啦，那 18%的啦，18%我們沒有繳嘛，你們比如說退休

了，自己去銀行領嘛，那全部欠銀行又另外一筆債了，那不知道欠多少了，退休那個 18%，

你們每個月在銀行領嘛，用你的名字，那我們要給銀行嘛，都沒給拉，都沒給的啦，再來就

是你所有工程，所有一些全部已經權責發生了，權責發生，就要付錢的沒付錢的，應付沒有

付。 

我：那這個也算。 

傅：再查一下你的庫存多少，沒有庫存，這邊全都是負（電話響了）。 

傅：差不多了。 

我：差不多了，我們差不多要過去了，好那縣長我們如果再有問題的話，看是不是可以再請

教你這樣，如果回去整理成。 

傅：有些我們是不方便講裡面的，坦白的。 

我：提供我們一些方向嘛，告訴我們可以去問誰。 

傅：我們...。 

我：你不講就不會有人知道了。 

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