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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所要報告的主題是「城市競爭與區域治理」，並擬以

兩岸的案例進行初步的探索。在正式討論這個主題前，在學界，

基本上都避免不了先簡單的回顧一些相關的概念，於此我也不能

免俗地就先由這個角度來切入。

壹、「城市--區域治理」相關理論回顧

在談城市和區域的治理之前，我想先提一個概念；這個概

念，在座的專家學者或許已相當的熟悉，就是關於「世界/全球城

市--區域」（Global	 City-Regions）的概念。此概念自公元2000

年以來就相當受到學界的重視；考其理由，乃因公元2000年後，

在全球已有大小超過三百個的「世界/全球城市--區域」中，至少

就有二十個「城市--區域」的人口超過了一千萬人。它們之所以

會被稱為「世界 /全球城市--區域」，大概也正係因渠等規模之

大，已讓人不得不予重視。

至 於 這 個 觀 念 的 形 成 ， 與 「 新 區 域 主 義 」 （ N e w	

Regionalism）的興起可謂息息相關，而「新區域主義」的興起

其實又環繞著「全球化」這件事實。因為「新區域主義」主要談

到的就是在「全球化」裡面，各種跨界、各個地區、各個國家或

是各個城市超越自身的界線，有關資本、勞動力、技術和訊息

（有些地方稱之為情報）等等的流動所產生的新視野。因此，

「世界/全球城市--區域」這個概念，一方面可以說是「全球化」

的產物，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過程又脫離不了「世界/全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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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域」此一載體。換言之，以台灣為例，如果今天你想了解

「全球化」，你就不能不了解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或是北部、

南部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暨重要性。

貳、「世界/全球城市--區域」的指涉

「世界/全球城市--區域」到底指的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更詳

細的來談一些重要學者們對這個課題的主要看法；譬如說Peter	

Hall、John	Friedmann、Wolff和	Saskia	Sassen在這方面都是執牛

耳的學者。們對於「城市--區域」（City-Regions）最簡單的定

義，即視之為「形構世界經濟重要空間的節點」，且為「扮演具

世界政治舞台上特殊角色的區域」。其中Pete r 	 Ha l l更強調：

「『全球城市 - -區域』是一種都市組織的新尺度、新觀點（A	

New	Scale	of	Urban	Organization）。而『全球城市--區域』之所

以形塑的本身就是對全球大規模集聚效應的一種反應。」這裡所

說的「集聚效應」，這二年在很多的學術會議中大家都會用到這

個名詞，有的稱它為「群聚效應」。就學理上言，最早是由德國

人開始用Agglomeration來討論「聚集經濟」的效應，目前則有

不少學者以Cluster	Effects	稱之。

除了上述想法外，像Sassen對「全球城市--區域」這個概念

也提出了她的一些想法；她認為「全球城市--區域」具有以下兩

個特點：首先，它是中心和網絡的一種特殊互動體，就是由一個

核心（可能是一個城市）跟它週邊的一個腹地，或者是跟它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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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濟上有關聯網絡的一種互動。其次，它往往也是權力和不平

等關係的著床地。誠然，像Friedmann和Camagni等學者，更直截

了當地提到說「全球城市--區域」，基本上是在全球經濟中落實

比較利益的地點。古典學派經濟學針對「比較利益」觀點作過很

多的探討；意指某個地區比較專長於生產哪一類的產品或是從事

哪一方面的行業，即應專注於所專長的部份以跟其他地區做交

換；當然前提是市場必須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但是我們也知

道在現實的世界裡不管我們談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市場，各層級的

市場中往往都存在著不完美性，這也正是何以我們會需要「政

府」扮演治理角色的原因所繫。

參、「全球城市--區域」的形式與構築背景

對什麼是「全球城市--區域」的形式與構築背景，我們若擬

簡單的做一個勾勒的話，從剛才提到的幾個主要定義中，大概可

以整理出以下的幾種形式：它一定是在一個中心都會的區域，

還有周邊尚未完全發展成熟的腹地；它往往是在空間上交集或

重疊的區域（Spatially	Overlapping	or	Convergent	Urban	Areas）

和其腹地，一般又以城市群（Conurbation）名之；就像我們談

「珠三角」就會想到以廣州向四周延伸出的一個都市群；談到

「環渤海」，當然也會想到北京、天津暨其周邊河北省的保定、

石家莊等地所構築的一個城市群。至於則是許多地理位置不相

連，卻透過密切合作之中型城市集合體而發揮出來的一種網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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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也許不一定是在同一個國家或是同一個空間裡，但是它透

過，比如說，經濟上或是像觀光旅遊上密切的交流所產生的一種

網絡關係。如剛才提到過的新竹和「長三角」的蘇州，因為高科

技（如IT產業）所產生的一種網絡關係。經濟學家可能比較喜歡

用向上或是向下的延伸或是垂直跟水平的分工來加以形容。然

而，不管你怎麼稱呼它，它所顯現出來的都是一種地理空間上原

來並不一定相連，但卻有非常密切實質關係的這些群體。則為

一種想像式的城市空間，比如說是透過一些政治的力量或是某些

領袖所簽署的合約所構築出來的一種「城市--區域」，如知名的

新加坡－馬來西亞柔佛州—印尼巴潭島所形塑而成的城市 - -區

域。這些都是在「全球城市--區域」這個觀念底下的不同方式以

及它們之所以出現的不同背景－其中牽涉有經濟的原因、政治的

原因，還有其他一些相關的因素。

談到這裡，我想大家或許可以同意「全球化」和「城市－區

域」是發展的兩個現實面向。「城市－區域」是一種以全球為中

心，在全球化新資本主義下的產物（A	 New	 Global	 City-Centric	

Capitalism），它也同時承擔著後福特時期經濟重要地域舞台的

角色，它們往往也是跨國企業喜歡選擇、集中的所在地，就像現

在的上海、過去以迄當前的香港，以及現今兩岸四地一些重要的

城市中心，這些空間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顯然均承擔著相當

吃重的角色，而難以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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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球城市--區域」何以愈受關注

有人說因為網路化，因為有網際網路，所以「空間」將變得

更模糊－你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利用網際網

路跟遠端溝通；此外，也因為「全球化」，「地區」將變得不重

要，「空間」也變得微不足道。可是從剛剛的討論裡面，大家也

許會有質疑，即為什麼在這樣的論調底下，還要討論「全球城

市—區域」，為什麼還要討論今天的主題「區域治理」？於此我

們可先做一個整理，「全球化」（Globalization）塑造了對新的

空間社會和政治組織形式的要求，而這個新的城市則又驅使了我

們必須針對由地方到全球層次地域範圍內的經濟活動和治理關係

提出新的觀點和解釋。比如說兩、三年前所出現的「SARS」，

也是一種「全球化」的產物，當SARS出現的時候，大陸、香

港、台灣、澳門之間的關係很緊張，這種緊張不是出自政治原

因，而是這樣一個疾病所帶來的緊張。那麼你要談「治理」，要

怎麼樣從這樣一個議題的發生來討論「治理」的課題。比如說大

家今天很關心「東協」這樣的一個合作型態的出現，那麼在此一

地區的不同角落，各國應怎麼樣來面對這樣一種新的格局以處理

或是治理它本身因此一發展態勢而必需採取的一些行動。這就顯

示出在網際網路發明之後，一方面「空間」似乎日愈模糊，可是

另外一方面我們似乎又不難觀察到「全球城市--區域」何以無法

被忽略的主要理由。於此前提下，政府的主要功能亦正急速轉變

中，以區域為主的經濟和政府組織正日益茁壯；像我們剛才所提

到的「東協」這個組織、像APEC這個組織、像北美的NAFTA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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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織、像「歐盟」等，這些都是在「全球化」後才出現的新結

構，但是對於各該地區都是很重要的；對地區空間的治理當然會

有相對比較大的衝擊，以致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不得不採取新

的觀點以因應這些新的全球變化，這也正是它們為什麼受到這樣

多關注的理由。

「空間」概念之不至於消失的另一些理由則在，於「全球

化 」 趨 勢 下 ， 各 生 產 單 元 所 面 臨 的 諸 多 「 不 確 定 性 」

（Uncertainties）的增加，勢必更有賴透過便捷的信息網絡，包

括電腦以及網際網路，以更有效率的應對大環境中日增的不確定

性和複雜性。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一種彈性網絡生產系統

（Flexible 	 Network	 Product ion 	 Sys tems）或價值鏈（Value	

C h a i n s）其實所指的亦即為此。當然也有學者強調「群聚」

（Clustering）不僅能大大的降低交易成本，更可以大大的提升

創造和創新機率，群聚亦有助於提高供應鏈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和豐富化勞動市場的資訊。以電腦週邊的生產為例，你做滑鼠和

做電腦主機板的，也許需有上百個零件才能組裝成一部電腦，如

果你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的生產成本就會非常的高，這也就是

為什麼大家一聽到蘇州，就會想到新加坡科學園區；談到台灣的

新竹，我們也會想到的IT產業，而談到南科，我們就會聯想到光

電產業，論及中科，我們就會想到機械產業。這些其實都是一種

「群聚」，它們希望能夠增加一些創新的機率，降低交易的成

本，提高供應鏈的效率和網絡的聯繫。因此，「全球城市 - -區

域」不但不會消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還可能愈形重要。



國家與社會�

伍、「全球城市--區域」發展帶給開發中

 國家的衝擊

講了那麼多，好像都是正面的，它有沒有負面的衝擊呢？當

然是有！「全球化」對開發中國家，包括兩岸四地來說，大陸也

好，台灣、香港也罷，甚至由這整個地區來看，到底帶來了哪些

衝擊？我先為各位整理出以下幾個重點：首先，在全球競爭下，

開發中國家，無論是重大基礎建設、技術或適切的周邊配套服務

大多集中於少數的幾個大城市/區域中。這些「城市－區域」往往

也是各該國家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據點。對處於資本積累初階的開

發中國家來說，該等「城市－區域」經常是外來移民的集聚所

在，如果缺乏一套有效的社會整合機制，各種社會、文化甚至是

族群間的衝突便很容易出現。以大陸來說，由於面積夠大，幅員

夠廣，所以呢我們看到比如說「珠三角」地區有很多外來的民

工，很多城市的本地人口、戶籍人口早已經被外來者超越了。隨

便舉幾個例子：北京、上海、廣州、還有最典型的代表－深圳；

深圳的戶籍總人口約在四百到六百萬之間，而其中只有一百萬是

當地人口，其餘全都是外來人口。這樣的一種變化，或因經濟的

發展，或因其所提供的就業機會而產生對週邊地區吸引的一種變

化、一種網絡，在在需要新的治理思維。而在各大「城市－區

域」中也因為這樣的發展而出現層出不窮的社會運動和市民組

織；台灣最近幾年強調第三部門，強調所謂的＂非營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在針對社會排除（Socia l 	 Exc lus ion）和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人口或文化這些課題時，它們究竟扮演了什



城市競爭與區域治理 �

麼角色？自然的也反映出「全球區域--城市」的發展，確實已帶

給第三世界若干衝擊的相關課題。

陸、 治理（Governance）暨「全球城市--區域」

 治理之定義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談「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這個

名詞最近幾年在學界雖然非常非常的盛行，很多的報告以及期刊

都在針對這個主題做討論，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簡單的整理出

「治理」所代表的意涵以及它的幾個特性：Governance不是	＂

Government＂，它不是指政府，他是講治理。換句話說，非政府

組織也可以介入。所以說「治理」不是一套規章制度，而是一個

綜合的社會過程，「過程」是最重要的；「治理」不以「支

配」、「控制」從上到下為基礎，而以「調合」為基礎，企業、

政府、非政府部門以及老百姓之間要怎麼樣來做協調，來處理一

些「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治理」同時涉及了廣泛的公私

部門及多種利益單元之間的關係；「治理」不意味著一種固定

的制度，但確實有賴社會各組成者間之持續相互作用、相互交

流、相互協調。這些大概是所有談「治理」的理論所呈現出來的

幾個重心。

至於「全球城市-區域」治理，因為是在「全球化」框架底

下，如果你只跟我談一個城市，可能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其所面臨

的各種個別挑戰，必須把尺度及範圍擴大到剛剛所提到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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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區域」，那麼在這樣一個空間底下，「治理」指的是什麼

呢？有云其為一套複雜的機構和行為，動力源自政府卻不侷限於

政府。共同行為者/機構間的相互依賴確已模糊了那個部門（公共

或私人）解決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界線與責任。在不依賴政府

的權力或權威也可解決一些問題的前提下，政府藉新方式以實施

領導的可能性似與日俱增，而且也愈來愈必要。比方說，在都市

裡面要建設一條輕軌或地鐵，不一定要由政府出資及管理，而可

以透過類似BOT的方式，這就是所謂新思維的做法；我們也可以

用「聯合開發」的方式，像香港過去就不乏成功的經驗，可以提

供區內或是區外作參考。

柒、 大中華經濟圈「城市--區域治理」研究之

 重要性

以上的報告是比較偏向理論性及觀念性的。回到我們今天的

主題，下面我所要談的則是一些實務性的問題，可能大家會比較

感興趣。因為兩岸四地，以「全球化」觀點，有時我們習慣把它

稱為「大中華經濟圈」，也許這個名字更恰當一點。以這個地區

來講，「城市--區域治理」的重要性究竟為何？我們先來討論一

下中國。

現任教於英國卡地夫大學的華裔學者吳縛龍教授曾發表了這

樣的一段話：「市場經濟的改革改變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基礎。改

革開放27年以來，中國經社發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唯如何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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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的投資環境、消除地方保護主義、鼓勵人才、資金雙向流

動及在更大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與產業重組，已然成為中國深化

改革的重大挑戰。」這基本上跟我們之前講的城市--區域放在全

球脈絡下有著密切的關係。另外清華大學顧朝林教授有這麼一段

話：「中國正值由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關頭，各種城市-區

域病灶紛至沓來，確有在新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提出兼顧效率目

標和穩定發展的城市--區域治理體制及運行模式的必要性。」我

摘錄這些重要的觀點旨在說明，在這個地區要研究這個主題究竟

有沒有合理的基礎。

我們來看看台灣和香港的情況；台灣在中國崛起，東亞區域經

濟漸趨一體化（如東盟10+1、10+2、10+3、10+6架構）的當下，由於

地緣政治之現實與兩岸關係的混沌不明，人才、資金大舉西進和南

向的結果，似有愈來愈令人擔心將出現經濟/產業空洞化和政治地

位邊緣化的危機。至於香港，在「全球化」趨勢下，其「東方明珠」

的璀璨，在九七後諸多政治不確定因素籠罩下似亦日趨黯淡。經濟

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之日熾、蜂湧而至的跨界移民和極度快速流動

的資本，尤其在地方財政拮据、政府職能出現明顯變化的時刻，企

圖重新建立地理空間管理的新框架，經由政府運行效益的提昇，以

更有效地發揮非政府組織與「城市--區域」治理的可能，均使得「全

球城市--區域治理」的課題益顯重要。

接著我就以下面這些主題來討論大陸所面臨的情況及挑戰在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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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總體面）

1. 建基於「粗放式」經濟成長模式上之中國發展

首先，無論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是一些中國大陸的高層

領導最近都在討論「粗放式」經濟成長模式下的中國發展是不是

已走到了一個轉折的關卡。中國的人均GDP固然只佔全球人均

GDP的1/5，唯GDP總量業已超過歐陸義大利而列名世界第六，

也有人說超越了英國而排名世界第四。美國媒體因此認為「中國

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亞洲地區的經濟中心，並繼而將成為該地區的

政治中心。」這也是中國崛起的一個事實，在近代史裡面，過去

我們常常說中國人只能在不平等條約壓迫底下承受著百年來的屈

辱，因此始終懷有「超英趕美」的情結。現在看起來已經超過英

國了，雖然要趕過美國還有一段距離，但似乎已經完成了一半。

對中國的崛起，世界上有很多的議論，誠然，中國的高層對於作

為世界舞台的一個大國，常強調「和平崛起」，也強調「睦鄰、

安鄰、富鄰」方針以展現與各該國家合作的最大誠意。	是以我們

可以看到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或社會方面的課題是在整個經

濟快速成長的「全球化」脈絡裡面逐漸冒出頭來的。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愈來愈無法迴避「全球化」大環

境下日益加劇的貿易摩擦，就好比說反傾銷，以我研究比較多的

浙江地區為例，尤其在溫州，不但陸續遭逢到打火機的反傾銷、

鞋業的反傾銷以致紡織業的反傾銷。而在貿易自由化與金融產品

國際化腳步均緩前提下，改革27年的中國經濟這一、二年也迎來

了第一次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另陸續出現於「珠三角」與「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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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部分城市的「民工荒」，更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省思傳

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否恰當；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它未來

還會面臨更多新的衝擊。外資帶動的經濟成長模式暨建構於單一

產業（如房地產）而衍生之經濟過熱和成長的假象以及一味追求

「成長神話」下衍生的地區間、階層間、群體間利益的矛盾與不

平等，已然引起了中國高層的重視，這幾年來陸續推出的「宏觀

調控」，可說是對這樣一個發展趨勢的回應。

2. 繼「宏觀調控」後出台之「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

繼「宏觀調控」後，中國國務院在去年年底（2005/12/21）

也發布了一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該規定要求各地

區之經濟發展須「結合各該地區產業發展之實際狀況，制定具體

措施，合理引導投資方向，鼓勵和支持發展先進生產能力，限制

和淘汰落後生產能力，防止盲目的投資和低水平重複建設，切實

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這個規定也即針對我剛剛所提到新的

一系列的挑戰，所作出的初步反映。

3.「經濟增長」v.s.「和諧社會」

另外一個挑戰跟課題就是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要怎麼樣去

顧及社會的和諧。十六大後中國的高層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建

構，其實也是對這方面新挑戰的反鑎，比如說中國在GDP急速上

升，但尚有1.2億生活困難人口，其中一億為農村貧困人口，二千

多萬則為城市中需要政府給予最低保障補貼的人口。比如說財產

差距遠超過收入的差距，以房產持有狀況來看，最高與最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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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間之差距高達60多倍，而全中國67.2%的金融資產掌握在

20%	富裕者手中。這個情況不只是在大陸發生，也同樣出現在台

灣。昨天的報紙就指出，台灣的高低所得差距高達60倍。在城市

裡面，中國已經面臨到大部分的居民有「住房難、上學難和看病

難」的深刻體認。這樣的民生議題當然也是「全球化」快速經濟

發展底下的治理課題。此外，全中國迄今有65.7%	的人尚未享受

到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全國失業率（4.2%）固有所降低，下崗

職工的再就業、每年新增勞動力與高校畢業生暨農村進城勞力的

就業問題則仍然嚴峻。所以從社會面、經濟面，大家可以看到

「全球城市--區域治理」的一些重要的挑戰。

4.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之配套

那麼在政府面呢？有所謂的「職能改變」；因為若言「治

理」，「政府」被視為重要機制的話，這個機制靈不靈光，就直

接反映出體制的健全與否。中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也是非常富有

批判精神的吳敬璉先生就曾提出下述若干被認為屬於「舊體制的

包袱」；包括了：政府保持對重要性資源的配置權力；以GDP

增長為主的政績標準；和財稅體制的缺陷以及要素價格的扭曲

等等。他再三強調中國未來增長模式的轉變必須「將行政主導的

資源配置方式轉變為市場配置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即須加

快改革，減少行政干預，矯正價格扭曲，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發

揮市場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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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一輪「經濟增長模式」的出台背景與審思  
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模式」出台背景與審思約有以下幾個重

點，這些正是當前大陸面臨且急待治理及回應的課題：國際貿

易遭到壓制，致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關鍵角色；若干行業

的產能嚴重過剩致生產效益明顯下降；外來直接投資在若干地

區出現減少趨勢；在農村仍有相當數量富餘勞動力前提下，卻

出現「民工荒」之警訊。相關的社會層面課題則包括：「低效

益，高投入」、「血汗式的增長」、「民工荒」現象；城鄉二

元結構；農民工進城的就業保障以及彼等子女就學受歧視的問

題；及外來人口暫住證問題（如孫志剛事件跟湖南民工的千里

背屍等）。而在經濟層面，目前最棘手的即：反傾銷的課題；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和	金融改革與開放的問題。因為本月底，

根據與WTO的協議，中國的市場就必須對全世界開放，未來還會

有新一波的國有銀行跟外來銀行的角力，究竟會有那些新發展，

我們且拭目以待。

(二)中國（空間面）

以上談的，不管是社會面或經濟面的，其實均屬比較總體

的；而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城市與區域，故還涉及到空間層面。空

間面的情況究竟為何呢？大家非常的了解，就大陸的情形言，整

個改革開放是採取「三沿政策」的路線；也即由特區→沿海開放

城市→三大片三角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的發展

順序次等展開的。總體說來，「長三角」還是最被看好的一個地

區，「長江三角洲」以占全中國僅2.2%	的地理面積，卻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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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一的GDP，而「珠三角」和「環渤海」則分別以1.9%	和

3.4%	的面積，各創造出10.1%	和18.1%	的GDP。所以這三個區

域加總起來－20+20+10，就占了中國大半的GDP，這三個地區

可以說也正是我們觀察中國經濟的三個主要介面。就吸引外資比

看來，「長三角」亦領先「珠三角」及「環渤海」地區。

1. 中國大陸城市競爭力研究

由於區域的重要性，扮演區域節點的城市這幾年來也連帶受

到了大陸及海外學者愈來愈多的關懷，各式各樣的城市競爭力評

比乃紛紛出籠。大陸每一年都有城市競爭力報告以及城市各種不

同面向的評比。此外，也有針對鄉鎮縣的評比，而這些評比大多

顯示絕大部分的強鎮多半集中在東部地區；「長三角」、「珠三

角」和「環渤海」三大區域內的都市密集區就一共有53個百強都

市。其中單是廣東省就有11個城市入榜。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到

目前為止對於大陸城市競爭評比曾做過哪些研究；如東南大學經

濟管理學院「十大城市」排名研究、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

「十五大城市」排名研究、蘇州大學蘇南發展研究院的「中國三

大都市經濟圈競爭力暨特色」研究、還有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白皮

書之「五十個代表性城市」排名研究、另「環境行為」研究導向

之城市排名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城市競爭力」排名研究（這

幾年來它已連續出版了幾冊引起各方重視的城市競爭力評比報

告）；世界銀行「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名研究、台灣電電公會

（台灣電子電信工會）每年也提供台商赴大陸投資最具潛力城市

的評比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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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國大陸城市競爭力排名（2002-2005）

排名 2002 2003 2004 2005

1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2 深圳 深圳 北京 深圳

3 廣州 北京 深圳 廣州

4 北京 廣州 廣州 北京

5 廈門 東莞 蘇州 杭州

6 無錫 蘇州 杭州 寧波

7 天津 天津 天津 蘇州

8 大連 寧波 寧波 無錫

9 杭州 杭州 南京 廈門

10 南京 南京 溫州 天津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各相關報告。

我們可以從上表中看出，在過去的三、五年裡，哪些城市是

排名在前者。2002至2005年間，上海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均排名

第一；其次是深圳、廣州跟北京，都屬大城市。除上海外，「長

三角」的城市雖然並非排名在很前面，然大多是在十名以內，比

如說江蘇的省會南京、浙江的省會杭州，這些都是被認為很有競

爭力的城市。而杭州今年更被世界銀行評為中國對外資最具吸引

力的首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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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就以實務面來看這些地區的治理課題跟他們在治理

方面的一些初步對策。

2. 珠三角的治理課題暨初步對策

「珠三角」實則涵蓋了三組概念，亦即所謂的「小珠三

角」，包括了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等城

市，其次，「大珠三角」則加入了香港和澳門；至於「泛珠三

角」的範圍則更擴及至福建、江西、廣西、海南、湖南、四川、

雲南、貴州等，希望腹地愈大，能更具競爭力。

圖一　珠江三角洲範疇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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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的重要城市主要是廣州、深圳、香港。表二主要

欲彰顯的即其間GDP的差別：

表二　珠江三角洲三大主要城市重耍指標評比

													城市																		
指標

廣州 深圳 香港

常住人口(萬人) 1,100.00 700 730.33

戶籍人口(萬人) 710 132.04 670

流動人口(萬人) 500 579 60

面積(平方公里) 7,434.40 2,058 1,098.51

腹地
廣東省、
華南地區

珠江三角州

地區

珠江三角州

地區

人均GDP(US$) 4,501 5,237 24,690

支柱產業

汽車、重化

工、製造、機

械、航空、海

運業等

IC、玩具製

造、通信等高

科技業、海運

業

金融、物流、
旅遊和

工商支援服務

計畫目標(定位)
南拓北優、東

進西聯

不求最大，不

求最美，但求

更優

背靠內地，面

向世界成為亞

洲國際都會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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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數據為前年的資料，有點舊了。然仍可以觀察到它們的支

柱產業跟計畫定位目標；廣州強調南拓北優、東進西聯；香港擬背

靠內地、面向世界，成為亞洲國際都會；深圳則不求最大、不求最

美、但求最好。這是城市的基本定位，也是治理的一種手段。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這些地區的主要城市面臨了那些問題或

說是治理上的挑戰？它們的各級政府怎麼樣去回應？

(1)香港

以香港為例，未來香港到底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金融」中

心？在面對上海的競爭（上海已正式被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它

的重大基礎建設要怎麼樣來推動？（譬如珠港澳大橋的建設以及

它跟珠海及澳門之間應如何協調聯繫）這當然牽涉到「治理」。

CEPA―更緊密的經貿關係，還有「自由行」政策之持續推動，對香

港未來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的衝擊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另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要怎麼樣來跟中國、跟中原地區繼續保持其過

去的光彩暨實現其未來的願景。在「中國的香港」及「世界的香港」

間，要怎麼樣來取得發展定位的平衡點？香港與「珠三角」和「泛

珠三角」間之關係又應如何確立？等。

(2)深圳

接下來我們探討深圳，「深港一體化」到底有沒有可能？比

如說在最早的特區政策結束之後，現在深圳所強調的就是「特區

不特」後 - -不再是特區以後，其未來發展要怎麼樣地走下去？

二、三年前一篇「深圳，誰拋棄了你？」的文章於網路批露後，

曾引起了相當多的迴響，這也反映出過去享有的特權在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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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勢必要有一番新的調整。當然，去年開始，中國大陸再推出了

包括深圳、浦東跟天津濱海新區三個「綜合改革試驗區」，不

過，新一輪的試驗區要怎麼去定位深圳，或是怎麼影響它未來的

發展，當然是我們需持續關心的課題。深圳作為一個地方政府，

它應如何去跟香港進行區域的共構？怎麼去落實「深港一體化」

的發展？它跟東莞和廣州之間又該如何錯位發展，而不重複建

設？它的港口和機場的營運要怎麼樣跟「珠三角」的城市，甚或

其他地區形成更好的協作體系？這些都是治理上的課題。香港及

深圳之間以「深港同城」（一體化）為目標，應怎麼樣去推進產

業與空間的合理佈局，這自然是空間和產業發展方面的重要治理

課題；而在人文環境方面，應如何提升文化層次，落實世界城市

的目標，當然也會是這個地區很重要的挑戰。

(3)廣州

以廣州來說，中央政府在「珠三角」區域內怎麼樣區隔它與

香港、深圳等特別區域間之關係？怎麼樣去發揮「泛珠三角」區

域內承東啟西、南引北聯之優勢地位？又地方政府如何跳脫出傳

統產業「高投入、高耗能、低效益」的窠臼，以進行產業的升

級？怎麼樣找出更有助於價值鏈產生之新的支柱產業？這些均可

視為廣州所需面臨的挑戰。

(4)東莞

東莞是跟台灣關係非常密切的一個地方，也是早期台資傳統

暨高科技產業最集中的地方，它怎麼樣應對來自蘇州跟大上海地

區的競爭和挑戰？也就是所謂「產業鏈」發展的一個問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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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怎麼樣從勞力密集走向技術密集。廣州、東莞間的關係，就

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角度言，包括重新審視上一個十年外資帶動

之生產方式，避免「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於區內重演。產業與空

間佈局規劃方面，宜通過適切基礎設施之佈建，建立廣州—東

莞、深圳—香港，甚至澳門間合宜之產業和空間佈局。人文、環

境層面則涉及費大力氣處理大量外來移入人口就業、生活等問

題，以維社會正義；注意發展過程中粵東、北、西地區相對落

後地區的發展問題；大力提升人文氛圍，以吸引優質人力與資

本的進入；及不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一味追求經濟的快

速增長等。

3. 長江三角洲區域內之「城市—區域」治理

「長三角」地區的情況呢？在上個月，也就是2006年11月，

大陸國務院特別賦予「長三角」四個新的定位；希望它能成為：

中國實力最強的經濟中心；亞太地區重要國際門戶；全球重

要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及中國率先躋身世界級城市群的地區。

這一方面固然是它的新定位，另一方面也是對「長三角」過去表

現的肯定。

(1)「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範圍

「長三角」實則亦涉及到幾組概念，「大長三角」，也即包

括環杭州灣的「小長三角」，以蘇州為中心涵蓋無錫、常州、湖

州和嘉興在內的環太湖圈「小長三角」，當然也涉及以南京為中

心，含鎮江、常州、揚州暨安徽馬鞍山、蕪湖等地的一個「小長

三角」。而我們一般了解的「長三角」係指一市（上海市）、兩

（江、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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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長江三角洲區域範疇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2)上海與江、浙兩省間的關係

以「長三角」來說，除了我們所熟悉的上海之外，最近幾年

比較受到江蘇省重視的就是「沿江開發計畫」。它所涉及的空間

範圍即由南京到上海沿著長江的區域，沿岸都是比較重要的城

市。該等城市間應如何來協調它們的空間與產業發展呢？早在

三十年代即已風華卓越的東方明珠 - -上海，在1992年浦東開發

後，更受到舉世的矚目。中央是怎麼樣定位上海？所謂「退二進

三」―離開製造業、邁向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有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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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潛在的阻力和困難為何？它的外資引進是以五百強為訴求，

而非一般的產業。剛才報告過，「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

區」跟深圳同時入列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這些綜合改革試驗區

有否注入新的內涵？還有其重大基礎建設的拍板，包括世界博覽

會、聯絡杭州間的磁懸浮鐵路暨和北京間的快速鐵路，這些都將

會是影響上海未來發展很重要的一些課題。

圖三　環杭州灣大橋暨磁懸浮列車預定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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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城市治理時，上海的「173工程」是經常被提及的一

個案例。因為上海的商務成本很高，為了防堵江蘇吸引外資的力

道，（蘇州對吸引台資尤富盛名）上海特別於其周邊興建了一總

計一百七十三公頃面積的嘉定、青浦和松江新城（台積電就落腳

在松江）。此一舉措讓江蘇和浙江相當的不以為意，覺得說，不

是講「區域一體化」嗎？怎麼又搞了三個圍堵外資到浙江嘉興也

好或江蘇的蘇州、昆山等的區塊呢？此外，虹橋機場原來也有國

際線方便蘇州、昆山、無錫等地貨物的對外運輸，在所有國際航

線改行浦東機場後，反而導致交通的不便，以致蘇州等地一度還

決意要自己蓋機場。

圖四　江蘇沿江開發區域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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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上海173工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在區域治理方面，此一類型的問題其實經常存在。以上海

言，目前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最重視的就是「宏觀調控」的力

度，（尤其是對房地產業）暨對以「GDP」作為政績考核的壓力

等。至於地方和地方之間則涉及了上海與周邊省市間之競合關

係；如	爭取外資間之競爭；產業分工體系之佈局；相關基礎

設施之協調；資金、人才等進入條件之協調等。大家都知道洋

山港建設的完成是落實上海四個龍頭目標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

其產業與空間之佈局甚至將環杭州灣地區浙江省之杭嘉湖、寧紹

及江蘇省昆山、蘇州一帶均納入了「大上海都市圈」的規劃藍圖

中。另在人文、環境層面，上海亦展現了發揮「人才高地」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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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為依歸的強盛企圖心。事實上，以環杭州灣地區

言，基本上浙江從未動搖過其「接軌上海」的意圖，以杭州灣大

橋為例，除眾所周知的由嘉興海鹽—寧波慈溪這一段大橋外，紹

興接通上海的大橋也於近日獲准，另有由杭州蕭山至嘉興海寧的

另一大橋。但是怎麼個接軌法，上海跟它之間係競爭抑合作的關

係？尚待觀察。

(3)蘇南模式 v.s. 溫州模式

浙江跟江蘇的發展基本上採取了不太相同的模式；浙江的民

營經濟非常發達，浙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業已遭逢我們前面

所提到過的反傾銷、騰籠換鳥、民營企業的未來出路、國營企業

壟斷性的問題、溫--台模式的轉型問題及它原有的三個區域重整

等，這些都會是浙江未來治理上很大的挑戰。

二、三年前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所提出的「12345工程」即

為對上述課題回應的一個典型，該工程的內容包括了：全市擬

引進世界500強企業「10」家；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比重達「20％」以上；擁有銷售產值超過10億元大

企業集團「30家」以上；擁有中國名牌、中國馳名商標「40」

個以上；及工業總產值達「5000」億元以上。至於急需之配套

則包括了融資機制的創新、服務型政府的打造、低成本物流系統

的建構、生產要素進一步的充分供給等。

江蘇省的情況也一樣，可分成中央跟地方政府、產業空間、

人文環境各個層面來觀察。在地方政府方面，城市間產業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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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之建立方式；蘇南、蘇中、蘇北發展之均衡；和重複建

設之避免屬之。在產業與空間佈局規劃方面，如何加強蘇中、蘇

北之發展，並與上海分別形成一、二、三小時生活圈之規劃體

系，達成產業與空間發展一體化目標。而人文、環境層面，應如

何秉持「以人為本」精神，並尊重自然環境之可持續發展等均難

掉以輕心。

表三　「蘇南模式」v.s.「溫州模式」的各種初步比較

																屬性

				模式
蘇南模式 溫州模式

企業原始型態 鄉鎮企業 家庭作坊

資本來源 外資為主 自有資金

政府干預 較多且直接 較少

面臨問題

生產要素成本改變可

能引起外資再度「以

腳投票」

高耗能、低成本已面

臨「招工難」及「能

源荒」等挑戰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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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渤海區域內之「城市—區域」治理

「環渤海」地區又是怎麼樣的呢？狹義的它包括了京津唐，

而廣義的它則包括了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北京、天津當然是京

津唐的主要重心；兩個同屬直轄市間的關係，過去已有非常多的

討論。在這麼小的一個範圍裡面，有兩個直轄市，它們間的關係

要怎麼樣來界定和搭配？相對於「長三角」和「珠三角」言，在

整個「環渤海」地區，這兩大城市對週邊的輻射效應顯然低了很

多；換言之，它們並沒有帶動週邊地區的發展。過去「攤大餅

式」的發展型態是不是該重新調整？北京--天津走廊也是中國目

前最積極建設的，如包括了「濱海新區」在內的大北京計畫，最

近受到了很多的矚目。尤其為配合2008奧運的舉行而展開的各項

建設；像是已拍板的地鐵路線圖，2020年完工時會超過紐約，成

為世界上最長的地鐵，其中15條為市區線路，總長425.7公里。

另外，2004年提出並已定案的是，北京市到2020年時，圖中藍色

的部分將成為外圍的新市鎮。這部分我想在座來自北京的教授一

定比我還更了解。

最近很多人在討論「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天津的開發原

已有一個「海河流域計畫」，擬分三個階段進行，現在正在大量

的招商。至於瀋陽、大連等地區的發展，有很多屬於過去所講的

「資源枯竭型的城市」，它們該如何治理？東北原為國營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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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唯伴隨國企改革所產生的下崗、社會保障等問題，早已引

起各方的重視，也是它們在治理方面無可迴避的一些重心議題。

山東半島這幾年來的經濟總量一度被認為甚至超過廣東省而成為

中國GDP最高的一個地區，雖然有人懷疑該數字有灌水之虞，然

不管怎麼說，山東這幾年的發展確實是有目共睹的。它跟日、韓

之間的資本關係要怎麼樣來做一個好的協調？在產業空間、人文

環境、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間，它未來又該如何應對均屬可預期之

若干挑戰。

圖六　京津冀北地區重點城市分布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繪自中華地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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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京津唐地區主要城市發展指標評比

																			城市
指標

北京 天津

常住人口(萬人) 1,383 1,004

戶籍人口(萬人) 1,120 913

流動人口(萬人) 263 91

面積(平方公里) 16,800 11,300

腹地 京津冀北地區 京津冀北暨華北地區

人均GDP(US$) 3,060 2,412

城市發展目標(定位) 文化古都國際城市

環渤海灣的經濟中心、
現代化的港口城市、北

方的重耍經濟中心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5. 台灣地區之北台「城市—區域」治理

我想大陸來的朋友可能會很關心台灣的情況；最近台灣在講

「北台區域」，本來是七個縣市，在去年苗栗縣加入後，變成了八個

城市。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央政府原擬將「北台區域」定位為落實

「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主要地區，民進黨執政後改稱為「亞太運籌

中心」，均盼能使其成為跨國企業進軍大陸的平台。然而，因包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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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跟三通等問題始終未解決，故如UPS等跨國企業均已陸續離開了

台灣；先去了菲律賓，後來轉到珠海，落腳大陸並期以之作為亞洲

的總部。再者，兩邊高科技的產業宜如何分工？此外，不管是七個縣

市也好，八個縣市也好，我們的地方政府應怎麼樣來溝通他們間的

關係？財政收支宜如何劃分？剛才我提到了「成長三角」（Growth	

Tr iangle），就是以高科技來說，台北、新竹和「長三角」及「珠三

角」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更大的電子相關行業協作區域。以東亞成

長三角來說，我們剛才也提過，以IT產業為例，這在全球，包括印

度、新加坡在內都已經是個受肯定的說法。大陸許多地方在講一小

時生活圈，台灣也一樣，尤其高鐵通車後，「北台區域」也希望能形

塑一小時生活圈，像我今天上午從台北過來桃園，在路況良好的情

況下，差不多一個小時就可抵達了。此區未來產業與空間的規劃，到

底怎麼樣才能更上一層樓？如：以提升「北台地區」之全球競爭力為

前提，儘速完成產業之升級；建基於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綿密生產

網絡基礎上，提升產業在全球分工價值鏈上之位階；和 	 遵循生

產、生活、生態「三生」並重理念，進行區域之整合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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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談了那麼多的概念，也談了那麼多的實務，放在「全球化」

框架裡面，有那麼多的材料，我們到底回答了那些問題？歸納言

之，一為生產的跨界轉移，二為全球/區域空間的重構，另一則為

產業群聚效應的跨域複製暨產業跨國/跨區域的垂直分工。這些都

跟區域治理、全球都市--區域治理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要治理

得好，根據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理論，似有三項待克服之矛

盾：第一是資本	 v.s.勞力，第二是需求	 v.s.供給，最後則是政治	

v.s.經濟。此項觀點在兩岸四地應同具價值。由於時間的限制，

今天的報告無法再加深入，不到之處想必不少，尤其是在大陸朋

友面前班門弄斧，還敢請各位先進多多指正，非常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