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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競爭力提升之最終目的在使全體人民享有優良之生活品質及使全社會能

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大環境，而全球化與區域市場形成趨勢跨越國界深入

地區發展，地區競爭優勢營造成為國家競爭力提升之礎石，地區競爭力

之意涵即是地區依其特有之資源、文化、產業等發展條件，充分開發以

發揮地區競爭優勢，促進經濟成長與社會福祉提昇，進而提高民眾生活

品質，創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 縣市競爭力評估指標設立之目的，即

希望以客觀、公正之方式，反應台灣地區地區競爭力之真實情況，透過

指標體系之建立，分割模糊、複雜之競爭力內涵，以量化指標量度提供

地區競爭力的基礎及具有加強或減損此基礎的外力，經文獻探討發現，



生活品質要素與永續發展環境要素為地區競爭優勢獲取之重要基礎，進

一步整合生活品質內涵要素與永續發展環境內涵要素，建立本研究縣市

競爭力評估指標體系架構，體系含括社會安全、社會福利、醫療保健、

教育文化、環境保護與政府行政等六向度。 各向度評估指標主要透過相

關文獻理論內涵，發展競爭力構面單元指標群，社會安全依社會安全設

施與社會安全管理內涵發展社會安全指標群，社會福利依社會福利資源

發展社會福利指標群，醫療保健依結構-過程-結果內涵發展醫療保健指

標群，教育文化依投入-過程-產出內涵建立教育文化指標群，環境保護

構面依壓力-狀態-反應三內涵發展環境保護指標群，及政府行政依政府

服務、民眾滿意度及民眾參與發展政府行政指標群，建構完成共計 72

項評比指標之縣市競爭力評比系統，其中包含次級指標資料 60 項、調

查資料 12 項，縣市競爭力評比則依循各競爭力構面資料屬性差異，以

主成分分析法產出指標評比指數值、以算數平均計算調查評比指數值，

並以兩評比指數加權總和產出各單元指數，再透過集群分析方法整合各

內涵構面表現，以獲得縣市競爭力評價。 研究結果發現，縣市競爭力基

礎單元表現與該縣市經濟活動發展狀況及社會發展層次差異有所關連，

縣市社會安全、環境保護評比隨經濟活動發展活絡程度成反向關係，醫

療保健、教育文化評比則隨社會發展層次成正向關連，社會福利、政府

行政評比則依縣市社會環境狀況有不同之反應結果。整體競爭力評比結

果顯示競爭力三集群可分別命名為『競爭力領先群體』、『經濟開發中

群體』及『未污染開發群體』，競爭力領先群體僅包含台北市，經濟開

發中群體則主要含括台灣西海岸、工商業發展中之縣市，未污染開發群

體則以台灣東海岸縣市及西部傳統農業發展縣市為其組成份子，競爭力

內涵構面社會福利、醫療資源及教育文化則隨經濟活動發展、競爭力提

升表現越佳，社會安全、環境保護及政府行政表現越差，顯示縣市強調

促進經濟發展、區域均衡的同時，亦需注重社會結構改變、人口移入影

響所產生之社會安全及環境保護問題，全面提升競爭力基礎，而不致發

生競爭力基礎扭曲之情形。  

摘要

(英)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raising competitiveness i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rovide an attractive environment of society to people.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forming of regional market break national boundaries into 

region.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turns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re, it is, by utilizing the unique resources, cultur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welfare of peopl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 

system is to provide objective and fair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through the indicator system, which disaggregate the complex and vague concept 

of competitiveness and evaluating it by the basis or the strength that raises the 

competitiveness. By integrating th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is, which are also 

the well-being facto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tors, we construct our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 system list, which contains six main concerns, 

which are: social security, social welfare,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cators are based and selected by these six concerns’ related 

theories and evaluating methods. The system is built of 72 indicators, which 

includes 60 social indicators and 12 survey Indicators.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through the output of each concerns’ single index and by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integrates these outputs to gain the whol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ng results.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le index takes concern 

of different indicator properties and separately conducts “social indicator 

evaluation” by the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and “survey indicator 

evaluation” by computing average. And finally weighted these two items, sum 

up to gain these single index results. The whol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by the classifying results, the thre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clusters 

of Taiwan are named as “ The leading group”, “ The developing group” and 

“ The unpolluted and lower development group”. The competitiveness leading 

counties gain great performance in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the social welfare but rather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unties with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forming goo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but rather other 

concerns. Governments should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s to raise higher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and as a 

whole, promote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rog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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