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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蕭灌修副局長、夏慕梅副研究員與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王永
壯局長於 103 年 6 月 18 至 22 日赴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參加亞洲科學園區協會
(Asia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 簡稱 ASPA)所召開之領袖會議及理事會。過去幾
年來，ASPA 皆選擇新興國家召開領袖會議，並邀請開發科學園區有成功經驗的
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等的園區主管前往演講及分享經驗，以便協助新興國家
的科學園區發展，這次在蒙古也不例外，由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王局長以「加強科
學園區的競爭力」為題做一小時專題報告，另由日本與韓國亦做園區發展的報告。
待台日韓代表演講後，隨即的討論由蒙古與會代表與國外園區主管盡情交換意見。
本代表團亦利用開會空檔期間應外交部駐蒙古代表處楊代表之邀與蒙古負責科學
園區開發之教育科學部官員晤談，提供我國科學園區發展的經驗與經營策略給該
國做參考。
此外，因 ASPA 會長李鍾玄於任內因病過世，這次理事會中亦選出日本神奈科學
園區(Kanagawa Science Park)的局長 Hirohisa Uchida 為新任會長，為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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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辦國蒙古簡介

蒙古國俗稱外蒙，位於俄羅斯與中國之間，國土面積 1,564,116 平方公里，約為台
灣的 44 倍，但人口只有不到 3 百萬，其中 85﹪為喀爾喀蒙古人以信仰藏傳佛教
（喇嘛教）為主。清朝時屬於中國的一部分，1924 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為蘇
聯的附庸國，1990 年蘇聯瓦解後更名為蒙古國，採行民主制度，總統及國會每四
年分別改選一次。
經濟方面蒙古把農牧業、礦業、基礎建設事業、資訊業、觀光業並列為五大優先
發展之策略性產業。畜牧業為其業傳統產業，此外該國礦藏豐富，以銅礦及煤礦
為大宗，煤礦方面有 40%屬於焦媒接用於出口，60%的非焦媒則閒置，蒙古希望
能用技術將之轉化為媒液化等，以便能將非焦媒再利用。資訊業是蒙古主攻的現
代產業，並希望擴大範圍成為科學園區，自由貿易區也是另一個重點。蒙古出口
以畜產品及礦產為主，中國大陸是其最大的貿易夥伴。目前平均國民所得 GDP
約為 3000 美元，貧富差距極大，65%人民住蒙古包或鐵皮屋。教育方面 300 萬人
口卻擁有超過 100 所大學，其中 9 所為國立大學，也讓人懷疑其品質。
蒙古脫離蘇聯附庸 20 多年，但能處處看到蘇聯的影響。雖然地處亞洲，首都烏蘭
巴托活脫脫是海森威的翻版，目前通用的蒙文也多半已俄國文字拼音，雖然經濟
上對中國依賴越來越深，但其他方面仍然偏向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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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科技外交
園區一行抵達蒙古後，第二天 6 月 19 日上午即前往我國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
代表處拜會，以了解我國與蒙古之間的交流情況，楊心怡代表親自接待，與經濟
組張台輔組長及陳欽彥秘書一起洽談，介紹蒙古及其經濟發展的現況，以及蒙古
與台灣的關係。我國於 2002 年起在蒙古設立「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
，
推動雙方合作關係，楊代表自 2012 年到任，兩年來積極拓展雙方關係。

左圖:
左圖 左起張台輔組長
左起張台輔組長、
張台輔組長、王永壯局長、
王永壯局長、楊心怡代表、
楊心怡代表、蕭灌修副局長、
蕭灌修副局長、夏慕梅
目前兩國關係穩定，有多項合作計畫正在進行。科技部與蒙古科技基金會有合作
計畫，並提供獎學金供蒙古大學生到台灣進修，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 800 蒙古學
生受惠。我們抵達前一週還舉辦一個研討會專門討論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
蒙古積極地想開發科學園區，因此楊代表邀請蒙古教育科學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負責園區發
展的官員，包括大學城管理局
(Universities Campus Town
Administration)主任 Yura Enkhbat,
及科技基金會(Mongolian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任
Khaidav Dondog 博士，與園區一行
洽談有關科學園區展應注意的關
鍵，並請我方給該國提供建議。返台
與蒙古負責科學園區之官員洽談

後 Dondog 先生來函請竹科、中科協
助諮詢服務。我們也希望藉由園區
的交流能使台蒙兩國的外交關係更
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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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SPA 領袖會議
(一) ASPA 第二十七屆理事會
1. 時間: 2014 年 6 月 19 日下午 8:00
2. 地點: 國家資訊技術園區(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k)
3. 與會人員:
ASPA 理事會成員包括秘書長、執行理事及一般理事共 15 人組成。這
次有 8 位理事出席，名單如下:
理事型態
1

組織

姓名

職稱

ASPA

Sunkook Kwon

秘書長

2

執行理事

新竹科學園區

蕭灌修

副局長

3

執行理事

神奈川科學園區

Hirohisa Uchida

執行長

4

中部科學園區
京畿科技園區

王永壯
Youngsik Kim

局長

5

理事
理事

主任

6

理事

京都研究園區

Toshiharu Moriuchi

董事長

7

理事

韓國科技園區協會

Inkyo Kim

主席

8

理事

西貢科技園區

Thanh Dai Le

副主席

4.會議內容：
(1)顧問委員會：ASPA 邀請經驗豐富、已退休之園區高階主管為顧問，成
立諮詢委員會：今年從新提名之名單如下：
 日本 - Osamitsu Yamada，神奈川科學園區前局長
Yoshiki P. Otake，Aflac Japan 公司創辦人及執行顧問
 韓國 - Woncheoul Jang，前韓國科技園區協會主席
Seongyeol Bae，前京畿科技園區主席
 台灣 -顏宗明，前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
- 許仁杰，工研院主任
 澳洲 - David Fuller，前澳洲與紐西蘭科學園區協會會長
 越南 -阮文亮，前越南科技部副部長及和樂高科技園區局長
以上名單獲得在場理事一致通過，秘書處將於會後一一邀請參加，希
望藉其豐富的經驗為 ASPA 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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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秘書長選舉
ASPA 秘書長任期為 5
年 ， 現 任 秘 書 長 Dr.
Kwon 的任期到今年。
理事會議中一致同意
由其再接任 5 年。
(3)理事長選舉
ASPA 理事長李鍾玄博
士擔任 ASPA 理事長
已長達 11 年，不幸於今年 2 月 27 日在任內病逝。秘書處多次拜訪日
本神奈川園區、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及韓國大邱科技園區等 3 個執行理
事的接任意願，最後由日本神奈川科學園區新任執行長 Hirohisa
Uchida 教授接任，為期兩年，業獲得理事會通過。

(4)未來活動報告
 ASPA 第 28 屆理事會議將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於伊朗設拉子 Shiraz
Hotel 舉行。
 ASPA 第 18 屆年會將於 2014 年 10 月 15-18 日伊朗設拉子 Fars 科技
園區舉辦，大會主題為「STPs: Innovative & Commercializ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Conceptu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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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領袖會議概況
1. 時間: 2014 年 6 月 20-21 日
2. 地點: 國家資訊技術園區(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k)
3. 主題: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Best Practice of Asian Science Parks and
Multilateral Business
4. 與會人員: 來自 15 個國家的科學園區代表及公司
5. 議程:
09:00-09:30

報到與開幕

09:30-09:55

開幕致詞 1: Tsagaam-Ivgun, 蒙古資訊郵政及通訊管理局(ITPTA)主席
開幕致詞 2: Sun Kook Kwon, ASPA 秘書長
開幕致詞 3: Hirohisa Uchida, ASPA 新任主席
致歡迎詞: Davaasambuu Jav, 教育科學部科學政策與協調部門主任
致歡迎詞: Maygmarnaran Bavuujav, 國家資訊園區局長

09:55-10:00

團體照

10:00-10:50

專題演講:
1. 「蒙古國家創新系統與科技園的角色」
Bekhbat Sodnom, 經濟發展部 創新與公私合作部局長
2. 「科學園區設立之國家政策」
Enkhtungalag Lkhamjav, 蒙古科技基金會副主任
3. 「國家資訊園區的策略發展」
Tuvshintur Tserendorj, 國家資訊園區顧問

10:50-11:00

茶敘與聯誼

11:00-12:00

演講一:
「神奈川科學園區最近的發展」Hirohisa Uchida，神奈川園區局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演講二:
1. 「加強科學園區的競爭力」王永壯局長，中部科學園區
2. 「韓國區域發展的領導者」In Kyo Kim, 韓國科技園區協會主席
3. 「地方政府發展創新聚落-以 Panyo 科技村及 DMC 為例」
Ju Yoon Sun, 研究員, 韓國科技政策協會

16:00-16:20

茶敘與聯誼

16:20-17:00

圓桌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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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50 年代美國發展科學園區以來，世界各地順應不同的國情與文化，發展出各
種不同的形態的科學園區。ASPA 召開領袖會議的目的就是邀請亞洲地區先進科
學園區，介紹各自的發展歷史與商業模式，進而與新開發園區分享其經驗與成功
竅門，因此這幾年 ASPA 皆選擇新開發國家舉辦領袖會議。而 ASPA 會員中，發
展科學園區最成功的就屬台灣、日本及韓國。去年邀請台灣的新竹園區、日本的
京都園區(Kyoto Research Park)及韓國的科技園區協會(Korean Technopark
Association)代表演講，今年仍是請這 3 國但不同的園區做分享，分別為台灣的中
部科學園區、日本的神奈川園區(Kanagawa Science Park)及韓國新任的科技園區協
會主席及韓國科技政策協會(Ko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開幕時蒙古官員分別致詞並介紹該國的經濟發展現況及開發科學園區的進度。近
幾年蒙古的經濟發展快速，每年經濟成長率均達到 12%以上，超越中國、緬甸、
印尼等國家。但該國的基礎建設及產業基礎還不夠，國家競爭力在 142 個國家中
排名 107，出口以原物料為主 8 0%，1.5%為成品出口，IT 產業只佔 0.04%。因此
希望朝 IT 產業發展，提升多高附加價值產業的佔有率。
蒙古科學園區發展策略及方向
1. 政策及法律 – 包括發展大學城、制定創新法及投資法、制定發展科學園區的
政策及設立新創公司的規定
2. 預定發展的園區產業:
(1) 沙草產業(sand-grass industry)
(2) 畜牧技術服務
(3) 礦產技術服務

東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率
20

(4) 蒙古傳統醫藥
(5) 資訊產業及網際網路

15

中國

(6) 重生能源服務

10

印尼

3. 實際開發: 倚賴國外的投資

5

目前蒙古已選定 12 個園區預定地進行可行

0

性評估，看是有足夠的條件開發成科學園
區。由此看來蒙古是很務實的在設定其發展

蒙古
東帝汶
緬甸
2011

2012

2013

2013.10 世界銀行提供

目標，成功的機率也很高。反觀有些以農漁
業為主的開發中國家，不顧當地的產業基礎及人力水準以及是否有足夠的支援系
統及配套措施，不切實際的希望發高科技產業園區，則註定失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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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家資訊技術園區
蒙古國家資訊技術園區(NITP)
國家資訊技術園區
蒙古選擇資訊產業做為產業發展的重心，於 2002 年與韓國政府合作設立國家資
訊技術園區，在園區內成立蒙古第一所育成中心，創造有利的商業環境、有效
的整合資訊與通訊技術成果以進軍世界，同時加強蒙古智慧財產的能量並協助
提升該國資訊產品的競爭力。NITP 的育成中心成為政府協助私人企業發展的模
範，10 年來經過多次的延攬，有許多接受育成的公司皆順利畢業並成為蒙古資
訊業界的領導者，目前超過 60%的蒙古資訊公司皆出自於 NITP 的育成，成效卓
著。
NITP 提供的服務也隨著時間演進，從 2002 年設立之初設立的企業育成服務，
2013 年開始創新技術服務，推出”Mongolia Brain-Silicon House”計畫的，2014 年
則開推動研發服務。在此計畫是建置一個小型的的目的在為高科技公司創造適
合發展的環境，及探索新資訊技術的市場。為鼓勵蒙古年輕的資訊人才踴躍發
展其創新的想法，並將其想法變為成品，在此計畫下設立了 4 個機構，：
(1) IT 圖書館:
(2) IT 訓練中心:
(3) 電腦視覺實驗室
(4) 嵌入式系統實驗室

IT 訓練中心

嵌入式系統實驗室
嵌入式系統實驗室

IT 圖書館

電腦視覺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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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知有許多不足的地方，因此在開發及建設過程中經常以借重外國的協助，
如 NITP 設立之初由韓國協助，2005 年與日本合作引進國際考試系統以評估該國
資訊人員的專業程度，並可頒發證書。此證書獲得亞洲包括台灣在內 12 國的認
可。藉由資訊產業的發展，讓蒙古有機會開拓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及商機，包括台
灣在內。其育成中心也與中國清華科技園區共同合作。

先進科學園區經驗分享與交流
1. 日本神奈川科學園區(KSP)
首先由 ASPA 新任會長 Hirohisa Uchisa 進行演
講，他去年才接任神奈川科學園區執行長，和傳統
的日本人不一樣，他英文流利而且非常國際化。70
年代日本的產業主要從國外進口技術與專利然後
進行大規模生產，為了產業轉型設立科學園區，運
用當地累積多年的技術及在地的大學資源，將園區
成為神奈川地區的研發中心。目前園區有 120 公
司，包括 50 家新創公司及 70 家大企業的研發中心，共有 5 千名從業人員。
在國際化面，最近該園區與阿拉伯及俄羅斯簽署合作備忘錄，進行青年交換
計畫及並為阿拉伯學員專門設計神奈川創新商業學校課程。
神奈川園區並設有投資基金可直接投資新創公司，第 3 號 KSP 基金有 10 億
台幣，自 2006 年起以資助了 52 家公司，其中 3 家已上市。第 4 號 KSP 基金
即將推出，將可支援服務更多的新創公司。
KSP 最特別的是支持女性創業。近年來日本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
減少已成為很大的隱憂。為了產業及生產力的延續，政府鎖定兩大族群為職
場生力軍：
(1) 女性: 提供工作與生活均衡的工作形態，以吸引更多女性進入職場。
(2) 外國人: 自 2014 年 5 月起放寬居留簽證申請，允許創業家或新創公司員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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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繼去年邀請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演講之後，ASPA 今年邀請中部科學園區王永壯
局長演講，與蒙古與會者分享台灣經驗。
王局長除了介紹了我國發展科學園區的
歷史、中科的投資環境及產業發展現況
之外，並提到與日本相同的人口老化的
問題，科學園區所面對的挑戰，以及解
決方式:
(1) 科學園區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衝突：
園區用水因鄰近農民及環保人士的
抗議而懸宕，居民歡迎園區設立但不
願意提供所需土地，以及對汙水處理
排放的高標準是目前中科面臨的一
大挑戰。
→ 解決方式：調整園區開發工程計
畫，將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包括
 修正開發藍圖盡量保留農地
 藉由調整園區產業結構以減少對水電的需求及汙水的排放量
(2) 產業創新的挑戰
新產品生命週期很難超過一年、新創公司存活率只有 3%、來自大學的技
術移轉多以失敗收場。
→ 解決方式：逐步將園區轉型為創新型科學園區
 執行科技部 "從智慧財產權到股票上市 From IP to IPO" 計畫，幫助
年輕創業家發展其商業創意。
 與科技部設立專責機構以提供創業團隊資金、創業服務及場域。
 強化創新系統
(3)來自其他國家的挑戰
包括相似產業結構國家的挑戰，以及在區域經濟整合中被邊緣化
→ 解決方式：提升園區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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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全國一半人口所居住的首都烏蘭巴托是個現代化都市，一個像俄羅斯的都市，但
離開烏蘭巴托數公里之外，就是廣大的佈滿馬、牛、羊、駱駝及氂牛的大草原，
截然不同的景象清楚說明了蒙古的現況。主要經濟仍依賴崇統農畜業，但努力的
朝向現代化邁進。雖然目前工業基礎薄弱，由會議中突然斷電被迫休會長達數十
分鐘即可看出其基礎建設不足，但是他們善用外國資源，各大工業國也看中其發
展潛力樂於伸出援手，提供資金或諮詢協助蒙古開發。

經過數日的參訪及會議，觀察到蒙古另一個有利之處，就是擁有許多年輕的人口，
不少到國外留學的蒙古人，學成後紛紛回到國內貢獻所長，此景象如同三十多年
前我國海外學人回到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發展個人企業，或到各學術機構或公司服
務一般，有股欣欣向榮的朝氣。比如主辦單位國家資訊技術園區局長 B.
Myagmarnaran 先生是個 30 多歲的海外學人；該園區顧問 Tserendorj 博士也是參
考在德國生活時的印象加入該園區的室內規劃與設計，領袖會議的蒙古與會者，
也有許多海外歸國學人，甚至有遠從美國回蒙古參加此會議的。反觀我國科學園
區與高科技產業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經邁入成熟期成長緩慢，當年意氣風發的
歸國學人也垂垂老矣，更讓人羨慕蒙古的這股年輕的力量。
綜合參加此次 ASPA 領袖會議的感想，有下列的建議：
(一)積極培養年輕人才，進行世代交替
我們園區無論是重要公司負責人還是管理局高層主管，多數
接近退休年齡，再過數年即將面臨接班的問題，應該及早培
養訓練新世代的人員接棒。
(二)引進國外優秀人才
國內人才不夠，可積極網羅國外優秀人才，比如矽谷就是運
用大量的華人及印度人，才能不斷維持旺盛的創造力。

國家資訊園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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