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湾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
熊俊莉
摘要：受历史因素及岛内产业布局等影响，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分配存
在一定程度的南北差距。本文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分配、民众
收入及政治倾向等角度剖析了台湾南、北部地区的差异性，同时也对台湾当局的
区域均衡策略做初步的归纳分析。
近年来，台湾南北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岛内外各界普遍关注。本文从社
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分配、民众收入及政治倾向等角度剖析了台湾
南、北部地区的差异性，同时也对台湾当局的区域均衡策略做初步的归纳分析。

一、 引言
台湾南北区域界定是研究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前提。按台湾“经
建会”划分 [1]，台湾本岛及离岛可分为北、中、南、东四个区域，北台湾包括台
北市、新北市等 7 个县市；中台湾包括台中市、苗栗县等 5 个县市；东台湾包括
花莲县与台东县等 2 个县市；南台湾包括高雄市、台南市等 6 个县市。但台湾“民
间”一般以流经南投县、彰化县与云林县的浊水溪为界，将西台湾（不包括东部
[2]
和离岛）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浊水溪以北的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基隆
市、新竹市、新竹县、桃园县、宜兰县、苗栗县、南投县及彰化县等 5 市 6 县划
入北台湾，而浊水溪以南的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屏东县、云林县
等 3 市 3 县划入南台湾。以下有关台湾南北差异的研究分析均采用上述“民间”
划分方法，以台湾本岛的 17 县市（东部及离岛 5 县未计入）为统计分析范畴。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问题，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势必出现劳动力、资金、
技术受收益差异的影响在区域间流动，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全球
范围内体现为南北发展严重失衡，而各国（地区）境内不同区域（县市）发展水
平存在差异更是普遍性的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起，伴随台湾经济“起飞”的同
时，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也突显出来。1980-2010 年间，台湾按五
等分的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距从 4.17 倍升高到 6.19 倍，而吉尼系数由
0.277 升高到 0.345 [3]。台湾区域发展失衡现象遍布各个角落，首先是城乡差异，
随着都市化水平提升人口和资源逐渐集中到城市，当前面积仅占 17%的 7 大都会
区吸引了全台约 70%的人口和资源；其次是东西差异，以中央山脉为界台湾东、
西部经济发展步调明显不同，东部交通不便，人口严重外流，经济与社会发展都
滞后于西部；还有就是南北差异，以台北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在交通、资讯、产业
等方面都明显优于南部，在人口由南向北持续转移的作用下差距仍在拉大。无论
城乡、东西或是南北区域差异都基本表现为：劳动力、资金乃至基础设施、教育、
医疗等各种资源向某个区域大量倾斜，从而造成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现象。
形成区域差异的原因很多，一般受历史文化原因、资源禀赋差异、制度因素
等影响。区域差异虽然有利于整体经济层面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优化，促进社
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但在一定背景和条件下也会引发和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
总体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台湾南北差距问题就是在历史背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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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及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成为现阶段台湾社会最显著的区域问题，
尤其是选举政治生态中被放大并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在造成台湾南北差异的众
多原因中，南部民众显然更愿意将其归咎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重北轻南”政策，
而很少客观地去找寻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特性与区域差距普遍扩大趋势等其
他原因。但学者的研究就相对理性，面向和视角也较为宽广。目前岛内外关于南、
北经济社会发展及差距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例如姜渝
生 [4]、王健全 [5]、黄得晋 [6]等人主要关注经济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陈美霞 [7]、
[8]
[9]
胡瑞奇 、隋杜卿 等从人口、医疗等社会角度来解读南北差异；而大部分岛内
学者都聚焦于南北政治差异的形成、特点及影响，包括洪永泰 [10]、徐永明 [11]、
纪淑芳 [12]、丁仁方 [13]等人。大陆学者如曹小衡 [14]、邓利娟 [15]、王建民 [16]、林
劲 [17] 等虽未进行分区域研究，但也对台湾贫富差距的演化、影响因素等进行了
深刻的阐述。本文将以台湾“主计处”统计资料库的县市统计数据为基础，详细
剖析台湾南、北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差异表现，同时也对现阶段台当局
的区域均衡政策进行归纳分析。

二、 台湾南北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特征
受历史因素及岛内产业布局等影响，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分配存在一定
程度的南北差距，主要表现如下：

（一）

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由南向北集中趋势

台湾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南、北部地
区人口分布呈现“北密南疏”特点。北部 11 县市约占台湾土地总面积的 46%，
但却集中了全台 66%的人口，南部 6 县市土地面积和人口比重均占 31%。近 10
年来在南北学习、工作、生活条件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南部民众大量北迁，人口结
构不均衡现象持续加剧。北部人口密度由 1999 年每平方公里 864 人提升至 2009
年的每平方公里 922 人，南部地区则由每平方公里 629 人变为 633 人，北部地区
人口集中的速度明显高于南部。其中，台北市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人口密度高
达每平方公里 9593 人，而南部除（原）高雄市外，云林县、嘉义县、
（原）台南
县、（原）高雄县、屏东县等均为人口稀疏的农业县。
由于北部工商业发达，就业机会多，不断吸引南部人口北移，尤其是作为劳
动力的青壮年北迁，使南台湾人口老年化的趋势比北部明显。1999 年南、北部
地区老年（65 岁以上）人口比率分别为 8%和 9%，2009 年分别提升至 10%和 11.7%，
南北差距增加了 0.7 个百分点。南部的嘉义县、云林县等农业县老年比重甚至高
达 15.6%和 14.9%。
表 1 台湾南、北部地区人口结构差异
人口比重
北台湾
南台湾

66%
31%

人口密度
老年人口
（人/每平方公里)
比重
922
10%
633
11.70%

闽南人
比重
65.90%
77.70%

客家人
比重
16%
8%

外省人
比重
9.80%
7%

原住民
比重
1.20%
1.90%

注：因台“客委会”调查方式所限，四大族群比重总和不足 100%。
资料来源：根据台“主计处”各县市统计资料库计算绘制。
历史形成的南、北地区族群分布不均衡，呈现“北客南闽”特征。台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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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由汉族与原住民两大部分构成，在汉族内部则分为闽南人（1945 年以前移
民台湾的大陆人及其后代）、客家人与外省人（1945 年以后移居台湾的大陆人及
[18]
其后代）。根据台湾“客委会”的调查 ，2008 年台湾“四大族群”的比例分别
为闽南人 69.2%、客家人 13.5%、外省人 8.9%和原住民 1.9%。台湾南部闽南族群
集中程度最高，约占总人口的 77.7%，云林、嘉义、台南都在 80%以上；而北台
湾的桃竹苗地区（桃园县、新竹县、苗栗县）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分别占该
县区人口的 30%、62%和 56%，共计北部地区客家人约占 16%，闽南人仅占 66%。

（二）

北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具明显优势

台湾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原本并不大，早期中南部地区是农业重镇，在台湾经
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0 年代后台湾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后，加工出口区均
集中在中南部地区，70 年代初开始的重化工业也以南部地区为主，除台北市商
业较为发达外，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并不显著，南北差距问题并不突出。但 80 年
代开始，北部兴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并获得当局政策的大力扶持，吸引大批资
金、技术与人才进入北部地区，北部高科技产业迅速兴起，逐渐成为台湾经济的
支柱产业，而以传统与重化工业为主的中南部地区未能赶上这波产业转移与发展
浪潮，逐渐与北部经济发展水平拉开差距。据统计，北台湾工商企业（包括工业
和服务业部门）生产总值约占全台的 72%，而南台湾仅占 27%。但近年来随着南
部科学园区的兴建，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缩小，5 年内北部工商企业生产总值的
比重仅增加 2 个百分点，而南部增加了近 6 个百分点。其中，台南县因吸引大量
科技厂商进驻，2008 年固定资产投资已达 1460 亿元新台币，排名全台第二位，
仅次于桃园县。
图 1 台湾南、北部地区产业结构差异（一）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主计处”2006 年工商及服务业普查资料计算绘制。
若从产业结构看，目前南、北部经济的支柱产业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电
脑电子制造业（90.9%）、电子零组件制造业（72.81%）等高科技产业，以及批发
业（72.53%）、金融业（72.79%）等服务业集中在北部，而南部以重化工业及纺
织等传统产业为主，台南和高雄是台湾最主要的石化工业、金属制造工业的中心，
台南、屏东则是主要的食品、纺织生产基地，总计南部地区石油及煤制品业生产
总值占全台的 78%、基本金属制造业占 63%、食品业占 32%。另一个显著差异是，
农业在南部地区仍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多平原，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3%，远高
于北部的 21%。南部的云林、嘉义、台南等都是产粮大县，全台约 45%的稻米产
自南部 6 县市；南部农林渔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约为北部的 1.5 倍, 第一产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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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比重接近 10%，远高于北部的 3%。相对的，南部地区服务业发展就滞后于
北部，根据台湾地区 2006 年工商业普查的结果，仅台北市服务部门生产总值就
接近全台的一半（48%），总计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由 2001 年的 75%提高至 2006
年的 82%，而 5 年来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没有升高（17%），新兴的金融、医疗、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业等也都以北部地区为主。
图 2 台湾南、北部地区产业结构差异（二）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主计处”统计资料库数据（2009 年）计算绘制。

（三）

北部财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优于南部

由于人口“北密南疏”的特性，台湾财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也相对集
中于北部。财政方面，“五都”改制前北、高 2 市人口数量相近，分别为 262 万
与 277 万人，但台北市在台湾“中央财政”分配给各县市的统筹分配款中独占
1/3，接近南部 6 县市的总和，再加上许多工厂设在南部的企业总部却设于台北，
“地税”部分基本都上交台北市，拉大了南、北财政收入的差距。教育和医疗方
面，从人均量上看南、北民众享受的公共资源相对均衡，学校总数（包括大专院
校、高中（职）、初中、小学）北部和南部分别占 57%和 34%，每万人医疗机构数
北部和南部分别为 8.85 家和 8.81 家，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等多集中于北部，
例如台北市和新北市分别有 27 所和 19 所大专院校，而（原）高雄市和台南市仅
分别为 9 所和 5 所，相对南部而言北部民众可利用公共资源获得更大利益。教育
资源差距也造成南、北就业人员教育程度呈现结构性差异，北部地区劳动力素质
明显高于南部，大专以上北部和南部分别占 45%和 37%，初中及以下水平比重分
别为 21%和 27%。

（四）

大财团与高收入人群多集中于北部

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商业发达，吸引中南部青年人北上就学与发展，
而南部人口与人才的持续北移或外流，加速了北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与经
济繁荣，同时也促成收入水平“南高北低”。据统计，2009 年北台湾人均年收入
27.5 万元，远高于南台湾的 24.2 万元。虽然与 1999 年相比，北台湾和南台湾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2.9%和 9.4%，从统计上看差距逐渐缩小，但主要原因
是南部生活成本比北部低，以及失业人口北移等。实际上，南部以中小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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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总部多设于台北的经济特性，决定了南部民众收入来源仍以土地收入与工人
工资为主，大财团与高收入人群仍多集中于北部。从各县市来看，台北市人均年
收入高达 38.7 万元，高于高雄市（29.2 万元）约三分之一，而南部的云林县和
嘉义县是全台收入水平最低的县市，仅分别为台北市的 53%和 56%。南、北部县
市的收入增速明显不同，1999-2009 年北部的新竹县收入增长达 24%，而南部的
云林县人均年收入不增反减了 3%。
图 3 台湾南、北部地区民众收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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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2009 年）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主计处”统计资料库数据计算绘制。

（五）

政治倾向“北蓝南绿”

南北族群分布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国民党当局长期实施“重南轻北”
政策，造成台湾政治版图在政党政治发展后形成典型的“北蓝南绿”格局。北部
地区选民相对较支持国民党及其同盟政治力量亲民党与新党，即较支持泛蓝阵
营，南部地区选民则较支持代表所谓本土与南部的民进党即泛绿阵营。不论是台
湾领导人大选的得票率，还是地方执政权，均呈现“北蓝南绿”特征。目前，国
民党在北部地区取得除宜兰县外的其它９个县市的执政权，而南部除嘉义市外都
由民进党执政。从 2012 年“大选”来看，北台湾蓝绿得票率分别为 58%和 42%，
而南台湾分别为 45%和 55%，台湾民众政治立场基本仍维持“北蓝南绿”的格局。
图 4 台湾南、北部地区民众政治倾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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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蓝、绿分别代表 2012 年“大选”得票率较高的政党。

三、 现阶段台当局的区域均衡政策
民进党执政时对南北资源分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并未转变全球化和
产业分工背景下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马英九执政以来，更加重视区域均衡，提
出长期产业调整和短期加强建设相结合，并积极利用两岸经济合作拉动南部发展
等策略。

（一）马当局“黄金十年”规划的区域均衡总战略
2011 年 10 月，马英九发布其未来施政主张“黄金十年”愿景，在对岛内经
济做整体规划的“全面建设”一章中，提出基础建设、海空枢纽、便捷生活、区
域均衡、健全财政及金融发展等六项施政主轴，明确制定了以创造各区域公平均
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发展机会，缩小北、中、南、东、离岛各区域间就业人
数及人均所得差距为主的区域均衡目标。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建构未来 10 年台湾产业空间分布图，定位并推动各区域具国际竞争
力的优势产业发展。如建立各区域的核心都市，使其既拥有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
产业，又能带动周边的卫星城市，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引擎带动区域内就业及
民众收入增加；打造区域品牌，藉“全球招商，投资台湾”计划，引导海外资金
及技术投入区域产业；以“政府民间合作伙伴”模式（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设置“区域品牌创意馆”，提升区域形象并开拓海外市场。
第二，进行各区域人力供需评估与配套整合。按未来 10 年台湾产业空间分
布图，评估各区域发展优势产业所需人力资源，并有计划地调整目前各区域内大
专院校不同系所就学人数，以留住人才并促进青年在地就业。
第三，强化各区域发展优势产业所需的公共建设，如为澎湖发展风力发电产
业通过的“海底电缆计划”，保证澎湖风力发电产能可传输到台湾本岛。
第四，结合预算机制推动各区域跨域合作，继续落实推动整合型跨域发展计
划、城市区域建设计划、重大公共建设旗舰型计划等，通过区域间跨域合作扩大
产能规模，以实现降低成本。

（二）加强行政机构对南部发展的辐射作用
由于行政机构对资源具集聚效应，台湾南北差距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和 19 世
纪末起行政中心北迁相关联，近年来岛内时有传出“行政院”南迁以解决南北差
距问题的声音。2009 年，台当局修正了“地方制度法”，推动县市合并改制直辖
市，进而形成现在的“五都”。2010 年 12 月南部地区的台南县市合并改制为新
台南市，高雄县市合并改制为新高雄市。
“五都改制”不仅使台南、高雄县市提
高了行政级别，在财政统筹分配中获得更大份额，更重要的是根据台当局对直辖
市的功能与定位，是要设计台南和高雄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进行跨县市资源整合，
并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带领区域产业对外竞争。换句话说，改制后台南和高
雄已被列入“中央”规划范畴，目标是和台北、新北、台中一起成为未来台湾五
大区域经济引擎。2012 年“大选”后，台当局继续推动“行政机关”向南部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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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最近“行政院”提出计划，将在南部增设“云嘉南区联合服务中心”，并同
原来的“南区联合服务中心”一起纳入正式编制。台当局在南部增设办事机构的
一系列举措，有利于带动人力等资源回流南台湾，促进南部发展。

（三）增加投入南部地区建设和福利的资金
县市合并后，包括统筹分配税款、一般性及专案补助款在内的“中央”财政
分配开始向南部倾斜，台南市与高雄市分别获得约 391 亿元及 498 亿元补助款，
高于同为直辖市的台中市（370 亿元）。马英九强调，陆续已有 7400 多亿资金投
入，未来“会有更大更宏远的筹划”用于扶植南部。
在福利制度方面，由于南部农业经济发达，农业户数及就业人员比重较高，
台湾当局以增加农业人口所得为目标，积极提升农民福利水平。例如：将公粮每
公斤收购价格提高 3 元以增加中南部农民收入；2012 年 1 月 1 日起提高包括“老
农津贴”在内的八大社福津贴；将“农保”中的“丧葬津贴”由发放 15 个月调
整为 20 个月等。

（四）改善南部投资环境和发掘优势产业
长期上看，发展南部经济需从改善投资环境和建立优势产业着手，因此台湾
当局制定了以打造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和“产业有家、家有产业”为主的策
略。
高雄港是台湾四大国际商港之一，也曾是全球第三大货运港，但近年来国际
竞争力每况愈下，已经落到全球十大之外。台当局最近提出打造高雄“自由经济
示范区”计划，一方面计划以高雄为全岛自由化的示范区，另一方面也为加入
TPP 和推动商签自由贸易协定（FTA）打下基础。按台当局规划，将以高雄自由
贸易港区为核心，以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县市、屏东县为腹地，建立台湾首个
“自由经济示范区”。区内企业享受租税优惠，并放宽对资金进出、外劳比例、
服务业准入等限制，以吸引投资和促进就业，使示范区成为南部区域经济发展的
“领头羊”。
台“经建会”自 2011 年开始推动“产业有家，家有产业”计划，目标是构
造未来十年台湾产业的空间分布，以大都会区域为核心，带动周边卫星城市，使
每个区域都能找到优势产业推动，并通过强化区域优势产业，带动人才、资金回
流及上、下游产业发展，以改善南北差距。目前，南部各县市“政府”拟定的重
点产业包括：云林县优先发展国际物流产业、绿能产业、农业电子商务；嘉义产
业重点为观光、文创、低碳及工业等；台南县以绿色能源、文化创意、生物科技、
流行时尚、观光和精致农业等 6 大产业为主；高雄市重点发展低碳、干净能源、
[19]
文创、观光、海洋、游憩等产业；屏东县提出发展绿能产业和电动车产业 。

（五）争取以 ECFA 和两岸经济合作为南部谋利
两岸签署 ECFA 后，民进党就屡屡以 ECFA 为财团和企业主谋利操弄民意。为
此，台当局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过程中，逐渐重视两岸经济红利分配的区域均衡
问题。
一是积极争取开放大陆居民赴台南部观光，增加南部直航航点和航班数。高
雄直飞大陆航班从最初的每周 4 个航班增加到 50 多个，逐步开放大连、沈阳、
福州等多个直航航点。随后，台南也开通了与厦门、盐城等地的直航航班。在台
南文化、嘉义历史、屏东海洋、高雄港口等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到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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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台“交通部观光局”最近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大陆游客赴台游的
重要增长点就在南台湾。1-10 月，陆客赴台 139 万人次，其中 15%在高雄留宿，
估计为高雄旅宿业贡献超过 2.8 亿元。大陆居民赴台游带来的收益已成为南部地
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二是迄今为止台当局仍坚持不对大陆开放农产品进口，出发点主要是考虑南
部农业及农民利益。但大陆连年对台湾农产品减免税及扩大采购，对增加南部民
众收入有明显帮助。南部农民对 ECFA 及两岸经济合作的态度由抗拒转变为逐渐
接受，ECFA 对台湾利益输出也呈现区域均衡态势。

四、 结语
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南北差异，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及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财政教育等公共资源、民众收入等方面北部比南部具
相对优势，同时受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南北民众政治倾向也呈现明显差
异性。但客观来看，台湾南北差距远比上东西差距大，也没有城乡差距显著，但
南北差距问题在岛内成为焦点，主要还是受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影响，由于民进
党不断强化国民党“重北轻南”的宣传，尤其是将“大台北地区”与南部地区的
差距扩大为“北台湾与南台湾”的差距，强化了南部民众对南北差距的不平衡心
态，原本不甚严重的南北差距问题变得更加突出。2000 年以来台湾南北资源分
配制度逐步调整，但民进党当局主要是向绿营执政的地方县市资源倾斜，难以从
根本上改变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2008 年国民党执政后，更加重视区域均衡，
并提出行政改制、产业调整、加强基础建设、提升福利等一系列长、短期政策，
同时也积极利用两岸经济合作拉动南部发展。在台当局有规划的区域均衡政策作
用下，台湾有望一定程度上改善南北差距，使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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