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I 產業焦點評析 

南部產經新政初探與推動建議 

金屬中心 MII 產業分析師 劉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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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019  

南部各縣市施政團隊於上半年提出未來施政

願景及工作報告，縣市民均期待新政能夠帶來新

氣象。尤其是青年北漂、農村老化及產業結構調

整等問題較中北部嚴峻，產經議題成首長未來施

政重點。嘉義縣提出農業及觀光兩大產業創新升

級帶動嘉義經濟，嘉義市將打造成為台灣西部消

費新都心，台南市以綠色科技與智慧應用為產經

施政主軸，高雄市以首富經濟為施政首要目標，

屏東縣則在既有基礎上延續推動農業、觀光及綠

色友善環境。南部縣市施政團隊依據在地資源及

重點產業需求提出相對應推動規劃，大致上農業

聚焦健康及六級化加值、觀光走向文創及分眾市

場、製造朝綠色及智慧轉型。後續城市發展除營

造特色差異吸引投資，或者鏈結中央重點推動計

畫爭取經費支援外，也應跨越地方治理鴻溝尋求

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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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南部縣市當選首長中僅屏東潘縣長連任，其餘

皆為新任。上半年議會開議期間各施政團隊已提出

未來施政願景及工作報告，縣市民均期待新政能夠

帶來新氣象。尤其是青年北漂、農村老化及產業結

構調整等問題較中北部嚴峻，產經議題成首長未來

施政重點。嘉義縣縣政團隊提出農業新政、產業雙

星、觀光共好、不老社區、活化教育及村里升級六

大政策，透過農業及觀光兩大產業創新升級帶動嘉

義經濟。嘉義市位居雲嘉南樞紐，市政團隊規劃將

嘉義市打造成為台灣西部消費新都心，強化觀光娛

樂、在地美食及健康運動等商業機能與設施，吸引

雲林、嘉義、北台南近 200 萬人前往消費。台南市

提出文化首府、產經重鎮、智慧新都、創生城鄉及

希望家園五大願景，打造市民幸福，青年成家的宜

居城市，其中綠色科技與智慧應用為產經施政主

軸。高雄市府團隊以首富經濟為施政首要目標，提

出招商引資、南南合作、特色觀光及經貿首都等重

點作為。屏東縣政團隊產經規劃是在既有基礎上延

續推動農業、觀光及綠色友善環境，打造屏東為宜

居樂活城市。以下分別對各縣市的產經施政規劃進

行重點整理並提出個人淺見。  

二、  嘉義縣規劃與建議：  

嘉義縣位居嘉南平原中心，由西向東橫跨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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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帶，物產豐富多元，向為國內重要農業縣市，

農林漁牧業產值居全國第五。縣內天然景觀豐富，

結合特有文化資源、管樂活動，近年致力發展文創

觀光。嘉義縣產經施政以農業及觀光為主軸展開，

農業強調農漁畜產品加工及後端冷鏈物流功能、由

食安及生技領域拓展健康養生產業、籌措農業發展

基金發展新農漁業。觀光加強整合軸線規劃主題旅

遊、鼓勵異業結盟進行差異化行銷。農業及觀光之

外，縣府將成立專委會加速大埔美與馬稠後工業區

招商引資，並爭取設立馬稠後長照園區。  

勇敢轉型

創新嘉義

農業

新政

產業

雙星

觀光

共好

• 強化農漁畜產品加工、冷鏈
• 發展養生產業（安全農業＋生技）
• 籌設農業發展基金

• 整合觀光軸線
• 鼓勵異業結合
• 推動差異化行銷
• 規劃特色遊程

• 成立招商投資促進委員會加速招商
• 爭取設置農業及長照產業園區
• 強化產學合作培育人才

 

資料來源：嘉義縣政府網站 /金屬中心 MII 整理 

圖 1 嘉義縣政府產經施政規劃  

嘉義縣農特產品眾多，籌措農發基金發展新農

業外，考量基金永續及協助青農返鄉，部分額度可

用於支持農會與青農合組特產合作社拓展通路，甚

至與中央台農發公司合作將地方品牌拓展至國際市

場。另外，中央於嘉義設有嘉大、農試所及嘉創中



 

 

4 

心等與農業有關研發機構，養生產業可與中央整合

產學研籌組創新育成服務平台，提供保健機能產品

研發、技術、試量產及人才培育服務。觀光推動強

化文化觀光、休閒農業等主題旅遊外，縣內擁有阿

里山、西拉雅及雲嘉南濱海三處國家風景區，可供

規劃「國際級生態」主題遊程。建議縣府與地方社

造組織合作成立山林學校，培育部落、濕地及森林

等國際級生態導覽人才，設計專業活動及主題行程

（賞鳥、泛舟、採茶、打獵），吸引專業旅遊人士

及國際背包客。  

三、  嘉義市規劃與建議：  

嘉義市幅員不大，位居雲嘉南交通轉運樞紐，

由六大商圈及多家醫療院帶動城市經濟發展。市政

團隊企圖打造成為雲、嘉、北台南消費新都心。觀

光娛樂以文化觀光、營造商圈、舉辦節慶活動及優

化文創產業鏈為主要推動重點；在地美食主打甜蜜

美食城市意象、加速食品創新及物流場域基礎建

設；健康運動推動運動賽事及社區照護，吸引鄰近

縣市消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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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部

消費新都心

觀光

娛樂

在地

美食

健康

運動

• 推動「文化觀光」軸帶
• 營造文化路商圈，塑造嘉義西門町
• 舉辦大型觀光節，帶動地方產業
• 推動城市美學，優化文創產業鏈

• 舉辦大型運動賽事，創造
就業市場

• 建置運動中心及訓練基地
• 整合醫療與長照，完善
• 社區照顧

• 推廣嘉義甜蜜產業及美食
• 加速湖子內及貨物轉運中心區開發
• 推動智慧農業與食品創新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網站 /金屬中心 MII 整理 

圖 2 嘉義市政府產經施政規劃  

事實上，嘉義市遊憩及文化據點密集，地方美

食林立。建議市府規劃引進智慧環保運具，串連市

區文化觀光軸帶，發揮景點群聚效益；再者，廣邀

網紅、部落客撰寫推薦文章或拍攝影音推薦甜蜜產

業，同時協助店家建置智慧支付服務及體驗回饋方

案（如嘉義幣），吸引追求小確幸年輕消費族群。

最後，舉辦運動賽事推動健康產業帶動觀光之外，

可善用市內 5 家大型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密度全國

最高優勢，發展具有特色醫美或結合渡假村及休閒

飯店提供高齡族群健康管理等個人化服務。  

四、  台南市規劃與建議：  

台南位處嘉南平原，因豐富的歷史文化資產，

以及自然景觀、民俗文化與在地美食等特色，服務

業蓬勃發展；另工業區、科技園區等陸續開發，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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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工業發展。近年中央整合經濟部、科技部、中央

研究院及台南市政府相關資源，推動台南沙崙綠能

科學城，希望成為國內智慧生態低碳示範城市。另

外，依既有及未來產業需求進行南科擴建規劃，鏈

結周邊工業區群聚及沙崙綠能科學城，發展光電、

農業生技、綠能等主軸產業廊帶。市府施政團隊配

合南科、綠能科學城發展積極規劃綠色及智慧科技

於城市應用方案，綠色科技強調產官學創新廊道合

作及農業、運輸及能源產業應用；智慧科技著重於

市民食、衣、住、行及育樂密切相關的活動進行場

域示範。  

宜居城市

綠色

科技

智慧
應用

• 綠能產業廊道
• AI自駕車專區
• 農漁冷鏈物流
• 創能儲能綠電網路

• 智慧農業、海港、醫療、
防災、治安、交通

• 行動支付
• 推動陸海空AI智慧場域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網站/金屬中心 MII 整理 

圖 3 台南市政府產經施政規劃  

南科工及南科已逐漸形成綠能產業生態體系，

供應鏈體系成熟、生產者服務業完備、科研機構集

聚。周遭安平、永康等傳產綜合型工業區仍是以傳

統產業為主，彼此間關聯性薄弱。中央及地方應加

強合作協助傳統工業區廠商連結科學園區及沙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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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屬性功能，拓展區域知識協作或技術合作能

量。智慧應用方面，市府應提供更多政策誘因鼓勵

電子元件製造與服務業者合作，放大 AI 智慧生活

示範場域，推動台南成為智慧電子設計、服務中心

 。  

五、  高雄市規劃與建議：  

南部首善之區，擁有國際商港及機場，藉由進

出口貿易及重工業帶動城市發展。近年城市發展受

限於產業結構調整不如預期，新任市長產經規劃備

受矚目。韓市長於市議會施政報告開宗明義即強調

「打造高雄、全台首富」為施政總目標，重點項目

首先是推動南南合作，透過招商及城市交流強化高

雄與大陸東南沿海及東協國家的產業合作關係。第

二是加速發展高雄特色觀光，特別是落實愛情、醫

美及賽馬等政見。第三透過傳產升級輔導、扶植生

技及數位新興產業、爭取自貿園區加速高市產業結

構調整。  

首富經濟

南南

合作

特色

觀光

經貿

首都

• 強化招商引資
• 協助農漁民、中小企業拓銷
南南市場

• 舉辦城市論壇及會展
深化城市交流• 傳統產業高值化

• 扶植生技及數位產業
• 推動儲備產業用地
• 爭取設立自由經貿園區

• 推動愛情產業鏈
• 發展醫美輕旅產業生態
• 打造一心三線旅遊行程
• 鼓勵業者取得相關認證
• 推動賽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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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網站/金屬中心 MII 整理 

圖 4 高雄市政府產經施政規劃  

高雄城市發展製造業的升級轉型仍是關鍵。金

屬石化兩大上游支柱產業應有效結合科研機構、科

技大學和國營企業，協助下游產業的加值、新領域

的發展（如航太、機械、醫材、海事工程、循環經

濟等），  並尋求環保和經濟成長的平衡點。其次，

產業園區在協助傳統產業升級上，可考慮撥出部分

場域作為本土系統整合團隊的智慧轉型展示區，使

企業了解到導入人工智慧、物聯網等升級轉型後的

可能效益。高科技產業上，除透過更便宜的土地租

金，吸引電子、生物、醫療、農業及數位科技相關

領域投資進駐，也應跨越地方治理鴻溝尋求跨域合

作。譬如與屏東合作發展農業生技或與台南合作發

展智慧電子產業。  

六、  屏東縣規劃與建議：  

屏東境內工業占比不高，產業發展多元，農林

漁牧業相對發達，產值、從業人口均居全國第二。

豬、牛、紅豆、鳳梨、蓮霧、可可、毛豆、內陸養

殖規模全國第一。黑鮪魚外，咖啡及巧克力為新黑

金。另，縣內豐富獨特陸、海、空 3D 天然環境以

及歷史悠久民俗、多元族群文化，促進住宿及餐飲

業等觀光產業發展。縣政團隊於既有基礎上持續推

動農業、觀光及綠色友善環境，其中農業朝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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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慧應用及休閒觀光發展；觀光加強與文創結

合打造不同旅遊風貌；綠色產業推動多元綠能發

電、農業循環經濟示範及綠色慢活體驗，打造屏東

為國內低碳家園示範縣。  

低碳
家園

觀光
首都

地方
共好

文創領航觀光首都

 形塑文創小鎮
 活化歷史場域
 產業文創加值

農業世貿地方共好

 科技智慧應用
 農漁高值化平台
 放大六級產業

綠色多元低碳家園

 支援多元綠能
 推動綠色循環
 打造低碳城鄉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網站/金屬中心 MII 整理 

圖 5 屏東縣政府產經施政規劃  

屏東擁有完整農業產鏈創新系統，農改場（長

治）及台灣香蕉研究所（九如）外，屏科大專精農

業領域，大仁及美和科大提供食品加工技術及檢測

驗證。屏東、內埔工業區及農業生技園區為食品加

工主要生產地。農漁高值化平台規劃可由縣府出面

整合南部資源擴大為南台灣農漁業高值化整合平

台，包括鏈結園區及學研機構實驗室，提供快速且

安全的農漁產品檢驗管道，推動創新育成及研發建

立農漁產高端育種國際價值鏈地位；研擬智慧應用

解決方案，透過智慧生產、物流與行銷提高競爭

力。文創觀光目標應由國內觀光客擴展至國際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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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與墾丁形成加乘效果。建議縣府設立部落旅遊

合作社、山林學校，以生態旅遊吸引國際背包客，

或者邀請國際藝術家駐村，舉辦工作坊與在地共

創，讓國際看見在地軟實力，形塑屏東為南島及客

家文創重鎮。  

七、  結語：  

南部縣市施政團隊依據在地資源及重點產業需

求提出相對應推動規劃，大致上農業聚焦健康及六

級化加值、觀光走向文創及分眾市場、製造朝綠色

及智慧轉型。後續城市發展除營造特色差異吸引投

資，或者鏈結中央重點推動計畫爭取經費支援外，

也應跨越地方治理鴻溝尋求跨域合作。譬如農業、

觀光由屏東、嘉義主導、智慧及科技應用由台南、

高雄發起成立南部區域合作平台，整合南部區域資

源創造更大政策推動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