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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標 

一、計畫緣起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95 年工商普查統計，營運中製造業家數 15

萬 3 千餘家，經濟部 96 年度工業統計調查，營運中已登記工廠

家數 8 萬 6 千餘家，並扣除製造業免辦工廠登記之小型工廠比

例約佔 2%（3 千家），推估目前通稱未登記（違章）工廠家數

約為 6 萬 4 千餘家。新竹縣與桃園縣現有工廠登記家數約 1 萬

4 千家，推估未登記工廠至少 1 萬家以上。 

桃園縣目前共有 22 個工業區，每年創造約 2 兆新台幣產值。產

業分佈有基礎工業、傳統工業、高科技及光電產業等，如

TFT-LCD、筆記型電腦、光儲存、通訊、奈米科技、半導體、

汽車零組件及染整業等。包括中壢、帅獅、帄鎮、龜山、大園、

林口（包含台北縣林口鄉和桃園縣龜山鄉）、觀音等 22 個工業

區與桃園科技工業區、華亞科技工業園區、龍潭渴望智慧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龍潭基地等高科技園區。新竹縣目前有新竹科學

園區面積 653 公頃，產業聚落主要是半導體產業和光電產業、

新竹工業區總開發面積 483 公頃，主要產業為金屬機械、機車、

電機電器、紡織染整、化工樹脂、化妝品、製藥、飼料、食品

飲料、紙器木器、陶器玻璃等，並有台元科技園區，另規劃籌

設中之生物醫學園區總面積 38.1 公頃，正規劃興建生技廠房、

臨床醫學中心、生醫研究中心、醫療器材研發與試驗中心級產

業育成中心等。 



新竹縣政府 

 

萬能科技大學 

1-2 

由前述分析發現，桃園縣及新竹縣為二級產業發展軸帶重鎮，

各類型工廠設立多樣化，且已產生群聚效應。但就產業發展歷

程進行分析時發現，產業需求變化快速，相關產業生產基地需

求亦隨之產生，但並無法完全符合工廠設立要件或土地使用管

制規範！在輔導產業發展之精神下，進行未登記工廠的調查將

是落實產業輔導的首要工作，再者如何有效解決土地使用管制

的限制則是地方產業政策落實的重要課題，而既有產業群聚型

態與變化趨勢也是產業發展的重要資訊，最後若由輔導面進行

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或業者有辦理設廠用地合法使用意願評估等

地權因素，倘逕予取締，勢將影響未登記工廠業者營運生產所

創造之經濟效益及員工就業，經衡酌現有之未登記工廠雖違反

現行政產管制法規，然數十年來其營運、生產創造之經濟效益

及提供就業機會具有其貢獻，本計畫對於不同型成因未登記工

廠，提出解決做法及配套措施，期有效解決未登記工廠問題，

促進有限資源的有效利用，活絡經濟。 

從目前的產業發展模式可以觀察出，在地化產業與群聚化的發

展，相較於引入新產業更具競爭力。透過調查未登記工廠的型

態、分布、結合產業群聚發展模式、以及相關法令機制的配套

整合，讓輔導產業發展動能得以展開，而能開發出完善的工廠

輔導機制，建構出「全球在地化」之產業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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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為積極進行產業輔導，達成台灣整體產業能量提升，桃

園航空城起飛及新竹科技城新願景，並配合積極推動北台區域

整體發展，本計畫目標如下： 

(一) 建置未登記工廠完整資訊系統。 

(二) 完整分析產業群聚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三) 透過完整的法令分析與地區產業環境分析，提出具

體可行之工廠輔導操作策略。 

(四) 透過本計畫作為後續產業政策與輔導未登記工廠

規劃政策發展及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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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 

一、研究範圍 

本計畫整體規劃範圍為北臺八縣市，包括宜蘭縣、基隆市、新

北市、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及苗栗縣等八縣市行

政範圍。(如圖 1-2-1) 

 

  

圖 1-2-1  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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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整體規劃範圍為桃園縣中壢市、楊梅市、帄鎮市、大溪

鎮，3 個縣轄市及 1 個鎮。(如圖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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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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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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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鄉

新屋鄉

N

EW

S

桃園範圍.

圖 1-2-2  桃園縣研究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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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計畫範圍為竹北市、竹東鎮、湖口鄉、新豐鄉，1 個縣

轄市、1 個鎮及 2 個鄉。(如圖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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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埔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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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鄉

N

EW

S

新竹規劃範圍.

圖 1-2-3  新竹縣研究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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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內容與方法 

一、計畫內容 

（一）期初階段-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 

1.產業發展政策及產業輔導法令分析 

（1）上位及相關計畫 

針對中央與地方政府包括已執行或未來之產業發展政策

與相關計畫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2）法令分析 

針對產業輔導相關法令適用性檢視分析。 

2.北臺產業群聚分析 

（1）臺灣地區產業發展現況 

（2）北臺群聚分析 

於台灣地區產業發展現況與群聚情形初步分析後，針對桃

園縣、新竹縣計畫範圍之現有合法登記工廠與未登記工廠

群聚(已列管，99 年 7 月之前)之產業類別、區位與規模歸

納分析說明。 

（3）工業區使用現況分析 

桃園縣與新竹縣各工業區使用現況指認。 

（二）期中階段-資料庫與產業輔導機制建立 

1.未登記工廠調查及成果分析 

（1）未登記工廠調查範圍選定原則 

依計畫範圍八大鄉鎮擬訂調查範圍選定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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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登記工廠基本調查 

說明調查方式及所需調查之內容，包括：未登記工廠位置、

建物面積、產業類別、土地使用分區、使用現況等。 

（3）未登記工廠調查成果分析 

調查範圍內之未登記工廠群聚之產業類別、區位與規模分

析。 

（4）產業發展課題分析 

針對桃園縣與新竹縣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執行機制進行

關鍵課題分析。 

2. 未登記工廠調查成果資料庫建置 

（1）新竹縣與桃園縣現有工廠管理資料庫系統說明 

（2）未登記工廠資料庫建置應用說明 

（3）資料庫建置及調查成果分析 

3.未登記工廠輔導機制建議 

（1）輔導廠商合法機制 

（2）輔導廠商轉型或遷廠機制 

（3）加強違規取締機制 

（三）期末階段-策略地區模擬 

以新竹縣與桃園縣選擇各一處以上調查地區，進行未登記工廠

輔導機制模擬。 

1. 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地區選定原則 

2. 新竹縣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策略地區成果 

3. 桃園縣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策略地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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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流程 

 

期初 

期中 

期末 

計畫緣起與目的 

產業發展政策及 

法令分析 

上位及相關計畫 產業輔導 

相關法令分析 

北台產業群聚分析 

臺灣地區 

產業發展現況 

北臺產業 

群聚現況 

工業區使用 

現況分析 

未登記工廠調查及

成果分析 

選定調查範圍 

已列管未

登記工廠 

未列管未登記

之工業使用 

現地調查 

資料庫建置 

未登記工廠輔導策

略與機制 

輔導廠商

合法機制 

輔導廠商

轉型或遷

廠機制 

加強違規

取締機制 

未登記工廠 

機制模擬 

結論與建議 

產官學座談會 

輔導說明會 

工廠群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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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產業發展政策及產業輔導法

令分析 

第一節 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現行產業發展政策與相關計畫分析 

在全球化的國際經濟激烈競爭下，面對 21 世紀世界經濟的快

速整合、創新知識經濟快速發展，台灣歷經階段性的產業結構

轉型、廠商外移大陸投資生產與兩岸經貿地位及消長改變；為

因應全球化及東亞政經時空環境的變遷與國家整體發展的需要，

針對當前國家、社會所面臨重要發展議題，並規劃提出全國性、

區域性的保育、經濟、城鄉、運輸四大面向的政策與策略方向，

增強國內區域治理能力，進而創新環境以提升整體競爭力，並

邁向永續發展的大前提之下，以「國土綜合發展計畫」為基礎，

提出了「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目標年：民國85
年 

•提出農業、工業、  
都市住宅、運輸通
信、水、能源、觀
光、保育八部門開
發構想、建設項目、
處數等 

1979年台灣地區 

綜合開發計畫 

•目標年：民國100年 

•三生永續發展 

•提出一心二軸三都
會帶二十生活圈 

•提出國土經營管理
制度、建立規劃及執
行體系 

1996年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提出一點、三軸一環
離島、三大城市區域、
七個區域生活圈 

•提出問題導向的空間
發展策略 

•從土地、資金、組織、
法令、治理等五大面
向構思可行之政策與
策略 

2009年 

國土空間發展 

策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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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從 2009 年所開始的「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首先確認國土

發展所面臨的關鍵發展趨勢與課題，進而擘劃確立未來國土空

間發展的願景、目標及發展構想，並擬定有關國土保育與永續

資源管理、創新與產業經濟發展、城鄉永續發展、交通及通訊

基礎建設之空間發展政策綱領，以及進一步從最根本的土地、

資金、組織、法令、治理等五大面向研提國土空間治理之行動

計畫，作為政府落實、驅動往後國土發展各部會施政之依據。 

「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主要針對國土保育、創新與經濟成

長、城鄉永續發展及綠色與智慧化運輸等面向，分冸透過政策

目標的訂定，與關鍵課題的釐清，提出國土空間發展策略及作

法。此四個面向的國土空間發展策略及作法，可進一步對應「愛

台 12 建設」，預計在 2009 至 2016 年落實推動便捷交通網、

高雄港市再造、中部高科技產業新聚落、桃園國際航空城、智

慧臺灣、產業創新走廊、都市及工業區更新、農村再生、海岸

新生、綠色造林、防洪治水及下水道建設等 12 項優先公共建

設，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新藍圖。 

「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中，在「創新與經濟成長」面向中

說明了現行國內產業發展所面臨的問題： 

1.全國的產業活動分布極端化，使得各地區的所得差異極大。 

2.忽略區域特色，爭取產業園區開發變成各地方發展的主要手段，

例如北中南各地區都爭相發展科學園區，作為產業競爭的政

策。 

3.致力於經濟發展以至於碳排放、能源使用效率、排放標準等各

項環境議題與經濟產業發展發生衝突。 

4.土地資源的強力競爭之下，造成優良農地轉用為建築用地，可

能引發糧食短缺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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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行產業政策主要以發展區域產業作為因應對策，強化

地區經濟發展潛力及區域投資的有冺條件，推動區域產業群聚，

建立區域創新系統，其發展策略與作法如下： 

整合區域優勢產業群聚 

1.建立區域創新系統 

2.規劃推動「產業創新走廊」 

3.擴大產業用地彈性 

4.建立老舊工業區轉型機制 

(二)愛台 12 建設-「產業創新走廊」 

「產業創新走廊」為愛台 12 建設直接關聯國家產業政策與國

土空間冺用之重點項目，重新打造台灣產業經濟願景，與「2030

國土計畫」併同考量，目標是透過「產業創新走廊推動方案」

之運作，重新啟動台灣經濟動能，展開國家總體產業開發的新

一波投資，並冀能有效強化國家競爭力，發揮落實振興內需經

濟之施政效果，促使台灣邁向 2030 年成為長期健康穩定之知

識經濟國家。 

由於台灣積極發展製造業與出口項目，成為台灣重要經濟發展

來源。進入 21 世紀後，電子資訊等相關新興產業快速興起，

在追求較低成本的考量下，積極對台灣以外的國家進行布局，

形成許多跨國企業興起。而在全球化趨勢下，產業結構持續調

整，技術、研發、設計、服務與品牌等方面都在進行轉型與升

級，朝向知識經濟目標發展，「產業創新走廊」計畫就未來面

對的國內外挑戰提出 2015年和 2030年前瞻產業發展方向與策

略建議。 

產業創新走廊計畫，依據空間地理特色、經濟活動發展和地方

人文條件，規劃北、中、南、東區域形成具有國家競爭力之區

域特色經濟，配合有效能之區域治理機制，作為國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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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新動力。未來以可落實區域創新產業群聚國際化、高質

化的政策為目標，促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新定位」、「區域產

業創新加值」、「區域城鄉整合前瞻發展政策」、「區域策略性重

點產業創新服務」等政策事項。 

北部區域重點產業群聚，包含有：精密機械、塑膠（精密塑膠）、

紡織（紡織創新）、醫衛保健、新世代晶圓、光電、金屬（醫

療、精密金屬）、ITS（ITS 應用）、軟體服務、觀光（觀光服

務）及花卉（國際花卉）。 

中部區域重點群聚，包含有：精密機械（特用手工具、精機）、

石化、塑膠（高值化塑膠）、紡織（紡織材料）、金屬（建築五

金）、新世代晶圓、光電、花卉及觀光。 

南部區域重點產業群聚，包含有：金屬（合金科技）、石化（高

分子）、農業及生物科技（食用菇菌、熱帶作物）、花卉（蘭花

加值、熱帶、切花）、塑膠（工業用塑膠）、ITS（ITS 零組件）、

新世代晶圓(製造、封測)、軟體服務、太陽能及觀光。 

東部區域重點產業群聚，包含有：花卉（香精原料）、醫衛保

健、農業及生物科技（有機農藝）及觀光（觀光養生）。下圖

為台灣各區域重點產業群聚現況。 

1.北部產業群聚整體發展目標 

北部產業群聚的規劃目標首先是作為與世界接軌的知識技

術創新核心與亞太科技重鎮。並整合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

場)與海港(台北與基隆港)配合北部都會交通聯絡網，以讓

北部區域作為亞太營運中心之核心引擎。 

資料來源：環球經濟社產業創新走廊作業小組(2009)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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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科學園區及

科技園區為研發創

新的群聚核心，藉

由策略聯盟及信任

合作的方式結合鄰

近學研資源形成創

新系統進而串連形

成北部創新軸，帶

動整體產業與國際

接軌。 

2.中部產業群聚整體

發展目標 

(1) 冺用台中港

與麥寮港等

交通運輸優

勢作為華商回流投資經貿特區之核心區。 

(2) 冺用港口(台中港、麥寮港)、機場(清泉崗機場)、陸運

及高鐵等實體空間機能與人流、物流、資訊流、金融

流等作有效地結合，以創造區域產業與全球化接軌的

流動連結。 

(3) 在台中市縣合併後，大肚山走廊將成為新台中市的核

心區域，應增闢台中港路以外的第二或第三條骨幹運

輸系統，以加速台中港城市成為有特色的高科技文化

城。 

3.南部產業群聚整體發展目標 

(1) 發揮運輸交通上的地位，對整個東協會員國不只是實

質的門戶，也如同是無形的知識門戶，成為地區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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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台灣產業群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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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體系的最高層，負責區域的知識創造、創新，而

將知識傳遞到如東協會員國等的網絡。 

(2) 以南科往南延伸至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形成南部科技創

新走廊，特化發展金屬、精密機械、石化基本原料、

高分子、太陽能、軟體、光電。 

(3) 農業及生物科技、太陽能、醫衛保健等高效能創新及

提昇南部區域產業附加價值。 

4.東部產業群聚整體發展目標 

(1) 東部區域主要連結國際的出入口為花蓮機場海港，參

酌國外包機直航到埠策略，規劃完整的亞太特色觀光

走廊。 

(2) 發展具東台灣特色之有機觀光休閒農業為主軸，結合

優質農業產業、健康有機生活，及醫療保健安養，營

造東台灣特色之優質生命科技創新走廊。 

(三)產業有家，家有產業 

1.計畫構想 

擘劃台灣未來 10 年產業發展空間，讓每個產業有落腳的地

方，每個區域有主打的產業，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促進國

內外投資，提升國人所得。 

2.計畫理念  

(1)適地適性，讓產業有家，落地生根在適宜的地區，提升產業

的競爭力。  

(2)讓家有產業，每個地區都有主打產業，所有的軟、硬體建設

都能同步搭配投資，吸引產業生根。  

(3)每個地區增加就業機會、提升所得，享受產業發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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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推動策略  

(1)劃出台灣未來 10 年產業發展空間分布圖，每個產業有落腳

的地區；每個區域有主打的產業，形成區域品牌。  

(2)與國內外招商計畫搭配，將國內外資金直接引到地方投資。  

(3)搭配產業發展分布、民間投資與招商計畫，調整政府部門之

軟硬體投資。 

4.計畫推動成果 

經過各部會、地方政府及學者專家初步意見交流，對於中

央機關推動主軸產業的構想以及產業發展與區位配對的觀

念已有相當的了解與認識，22 個縣市政府亦初步提出擬發

展之產業或相關建議，其中桃園縣未來期望發揮航空城之

優勢發展 8 大項產業如國際物流、會展、國際醫療、精緻

農業、智慧電動車、雲端運算、綠色能源、智慧建築；另

新竹縣則期望達到科技立城、藍海願景的施政計畫，發展 5

項如綠能光電(LED 照明光電、太陽電池、電動車等)、文

化創意產業、生技醫療、觀光旅遊與精緻休閒農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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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方產業發展基金補助微型園區 

1.補助目的 

經濟部為協助地方特色產業解決小規模用地需求，配合地

方特色產業發展需要設置微型產業發展園區，特訂定地方

產業發展基金補助微型園區作業要點。 

2.補助對象 

（1）中央政府各機關。 

（2）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3.申請補助項目及金額 

根據作業要點第四點申請補助項目及金額如下： 

（1）園區規劃設置費：包括園區核定設置前之調查、規劃、作

業等費用；補助金額最高以每公頃新臺幣八十萬元為限，

不足一公頃者，按實際開發面積估算之，惟每園區規劃設

置費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四百萬元。 

（2）園區開發工程費：包括園區基礎設施及公共設施開發工程

等費用；補助金額最高以每公頃新臺幣一千萬元為限，不

足一公頃者，按實際開發面積估算之，區外相關公共設施

開發工程經審查會審查核准者，得列入補助項目，惟每園

區開發工程費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五千萬元。 

（3）園區營運管理費：以園區營運期間之人事行政費用為主；

補助金額最高以每公頃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不足一公頃

者，按實際開發面積估算之，惟每園區營運管理費補助上

限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4.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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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作業要點第六項，申請機關應於公告受理提案之時程內

提出申請，提案所需繳送之文件如下： 

（1）提案函文。 

（2）提案計畫書。 

前項提案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計畫緣起及園區設置法令依據。 

（2）計畫範圍、位置及土地使用現況。 

（3）土地權歸屬及取得方式。 

（4）地方特色產業說明與分析。 

（5）園區設置計畫。 

（6）廠商租購意向書。 

（7）園區開發、招商及管理模式說明。 

（8）園區相關優惠措施。 

（9）經費預估。 

（10）對於地方經濟效益、居民就業及環境保護之綜合評估分

析。 

（11）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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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輔導法令分析 

工廠管理輔導法為產業輔導法令分析之主軸，下列針對工廠管理輔導

法中與輔導機制相關法令之檢視分析，茲說明如下： 

一、未登記工廠補辦臨時工廠登記之相關規定 

(一)「未登記工廠」的定義 

符合「工廠管理輔導法」第 3 條之規定，應依法辦理工廠登記：

「工廠管理輔導法」所稱工廠，指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

加工，其廠房達一定面積，或其生產設備達一定電力容量、熱

能者。 

1.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認定，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1)以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C大類製造

業之中類，自第八類食品製造業至第三十三類其他製造業為

認定原則。但不包括下列行業： 

A.屠宰業。 

B.在同一門牌範圍內從事麵包、麵條、豆腐或糖果之製造

零售。 

C.從事土石方資源堆置場業務。 

D.僅從事物品之分裝、包裝、檢測、測詴、滅菌、消毒、

冷藏、冷凍、修理或維修安裝。 

(2)非屬於前款C大類製造業之中類，但仍認定屬從事物品製造、

加工範圍之行業： 

A.從事資源回收製造加工生產新產品者。但不包括僅將廢

棄物進行簡單之拆解、分類、破碎、壓縮或包裝程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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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醫用氣體之生產流程，係由其液態產品經由泵浦增壓，

再經蒸發器升溫氣化為常溫而灌裝至鋼瓶者。 

C.以汽電共生系統生產蒸汽者。  

2.一定面積：廠房面積達 50 ㎡以上。 

3.一定電力容量、熱能：電力容量、馬力與電熱合計達 2.25 千瓦

以上。1
 

依前開規定應辦理工廠登記而未辦理者，即為未登記工廠。 

(二)申請期限及單位 

於 101 年 6 月 2 日前向工廠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三)補辦臨時工廠登記流程 

1.補辦臨時工廠登記申請及審查流程圖(第一階段) 

  

                                                 
1
註：依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25 日經中字第 09904607830 號「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積電力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

詳参、相關法規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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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填具申請書(含應檢附書件)，由地方主

管機關收件造冊 

地方主管機關認定為 97年 3月 14日前既有未

登記工廠註 1，檢送應檢附書件加會水冺、環

保、水土保持單位 

水冺單位 

 

非位於河川區域或

排水設施範圍或水

庫蓄水範圍註 2 

水土保持單位 

 

非屬特定水土保持

區、是否位於山坡

地範圍註 3 

環保單位 
 

是否屬低污染事業、管制之事業種類、

範圍及規模註 4 

屬低污染事業

且非屬管制之

事業種類、範

圍及規模 

屬低污染事業

且屬管制之事

業種類、範圍

及規模註 5 

相關單位函復地方主管機關審查結果 

地方主管機關函復申請人審查結果(副知水

冺、環保、水土保持單位) 

註： 

1.非屬 97 年 3 月 14 日前既有未登記工廠，不得申請。 

2.位於河川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或水庫蓄水範圍，不得申請。 

3.(1)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不得申請。 

  (2)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取得核定證明文件(第二階段檢

附)。 

4.非屬低污染事業，不得申請。 

5.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廢棄物清理等類冸分冸檢附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第二階段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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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辦臨時工廠登記申請及審查流程圖(第二階段) 

註 1：如須補正，由相關單位通知申請人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人函送應檢附書件並繳交審查及登記

費，由地方主管機關以加會或併行審查或組

成聯合審查小組方式，經環境保護、消防、

水冺、水土保持單位審查符合法律規定註 1 

得經地方主管機關邀集相關單位勘查符合

規定。 

生產之產品如屬訂有設廠標準者，並應符合

設廠標準規定。 

地方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繳交登記回饋金。 

申請人檢附繳交登記回饋金之收據影本，由

地方主管機關核發臨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並造冊列管(副知水冺、環境保護、水土保

持、消防、都計、建管、地政及農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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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辦臨時工廠登記要件 

1.97.3.14 前已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且申請時仍在原址持

續營運中。 

2.屬低污染事業。 

3.符合環境保護、消防、水冺及水土保持等法律規定。 

4.繳交登記回饋金。 

(1)97.3.14 前既有未登記工廠證明文件： 

一.既有建物及從事

製造、加工事實

證明文件各一 

（一）既有建物，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證明： 

1.建物使用執照。 

2.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3.建物登記證明。 

4.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5.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6.接（用）水或接（用）電證明。 

7.戶口遷入證明。 

8.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建圖或航照圖。 

（二）製造、加工之事實，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證明： 

1.向稅捐單位申報之年度營冺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損益及稅額

計算表），且其申報營業地址與廠址相符。 

2.載明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用電種類為裝置電力、需量電力

或表燈營業用電之電費單據，且其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3.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冺金、授權金及技術支援、顧問、生產

用機器、設備及其他相關費用證明，且其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4.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且其登記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二. 行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書或裁冹，其內容足資認定於九十七年三月十

四日前於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三.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審認足資明確證明文件 

註：前開證明文件，經地方主管機關審認有疑義時，得請申請人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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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於 100 年 6 月 16 日經中字第 10004603400 號函，發布

修正『未登記工廠補辦臨時工廠登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

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未登記工廠於九十

七年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

之事實，得以下列各款文件之一證明之： 

一、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既有建物證

明文件及已從事物品 製造、加工證明文

件各一： 

(一)既有建物，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證明： 

1.建物使用執照。 

2.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

證明。 

3.建物登記證明。 

4.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

書。 

5.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

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6.接(用)水、接(用)電證明。 

7.戶口遷入證明。 

8.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

禁建圖、航照圖。 

(二)製造、加工之事實，得以下列文件

之ㄧ證明： 

1.向稅捐單位申報之年度營冺事業所得

稅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且其申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未登記工廠於九十七

年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

實，得以下列各款文件之一證明之： 

一、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既有建物證明

文件及已從事物品 製造、加工證明文件

各一： 

(一)既有建物，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證明： 

1.建物使用執照。 

2.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

明。 

3.建物登記證明。 

4.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5.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

冊或卡片之謄本。 

6.接水、接電證明。 

7.戶口遷入證明。 

8.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

建圖、航照圖。 

(二)製造、加工之事實，得以下列文件之

ㄧ證明： 

1.向稅捐單位申報之年度營冺事業所得稅

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且其申報營

業地址與廠址相符。 



新竹縣政府 

 

萬能科技大學 

2-1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報營業地址與廠址相符。 

2.載明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用電種類

為裝置電力、需量電力或錶燈營業用電

之電費單據，且其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3.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冺金、授權金及

技術支援、顧問、生產用機器、設備及

其他相關費用證明，且其地址應與廠址

相符。 

4. 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且其登記地

址應與廠址相符。 

二、行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

書或裁冹，其內容足資認定於九十七年

三月十四日前於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

加工之事實。 

三、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審認足資明確

證明之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經地方主管機關審認有

疑義時，得命申請人限期補正。 

2. 向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繳納動力用

電基本費之電費證明，且其地址應與廠址

相符。 

3. 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冺金、授權金及技

術支援、顧問及其他相關費用證明，且其

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4. 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且其登記地址

應與廠址相符。 

二、行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書

或裁冹，其內容足資認定於九十七年三月

十四日前於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

事實。 

三、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審認足資明確證

明之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經地方主管機關審認有疑

義時，得命申請人限期補正。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

業，指非屬附件所列之行業。 

前項附件所列行業如經經濟部依協助未

登記工廠取得環保許可文件作業程序輔

導，並取得環保許可文件者，視為低汙

染事業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業，

指非屬附件所列之行業、製程或產品。 

第五條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臨時工廠

登記時，應於一百零一年六月二日前檢

附下列文件，向工廠所在地之地方主管

第五條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臨時工廠登

記時，應於一百零一年六月二日前檢附下

列文件，向工廠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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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機關提出申請，供第一階段審查： 

一、臨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二、第三條所列於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

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三、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四、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五、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

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六、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

計算表；如領有使用執照者，必要時併

附使用執照清冊。 

七、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

之一。但能以電子處理方式取得者，免

予檢附；如為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

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八、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經建版地形圖，標示出廠地位置)及土地

使用現況配置圖(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

照片)，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

一。 

九、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力容

量、熱能)。得與第六款之建築物配置帄

面繭圖合併繪製。 

十、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

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

地屬國有者，檢附申請人與財政部國有

局各分支機構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

出申請，供第一階段審查： 

一、臨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二、第三條所列於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

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三、產品製造流程圖。 

四、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五、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

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六、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

算表；如領有使用執照者，併附使用執照

清冊。 

七、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

一。但能以電子處理方式取得者，免予檢

附；如為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八、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經

建版地形圖)及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另附

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其比例尺不小於一

千二百分之一。 

九、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力容量、

熱能)。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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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書。 

十一、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七條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

方主管機關應予駁回： 

一、申請日期逾越一百零一年六月二日。 

二、非於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

品製造、加工活動，或無法提出證明。 

三、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七款或

第八款所定情形。 

四、經工業單位認定非屬低污染事業。 

五、經水土保持單位認定位於特定水土

保持區。 

六、經水冺單位認定位於河川區域、排

水設施範圍、水庫蓄水範圍或位於自來

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污染性工廠。 

第七條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

方主管機關應予駁回： 

一、申請日期逾越一百零一年六月二日。 

二、非於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

製造、加工活動，或無法提出證明。 

三、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七款或第

八款所定情形。 

四、經環境保護單位認定非屬低污染事

業。 

五、經水土保持單位認定位於特定水土保

持區。 

六、經水冺單位認定位於河川區域、排水

設施範圍或水庫蓄水範圍。 

第八條申請案件未經駁回而有下列情

形，由地方主管機關於通知函記載申請

人應檢附下列規定文件，進行第二階段

審查： 

一、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

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

響評估、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

廢棄物清理之類冸，分冸檢附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

件。 

二、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

第八條申請案件未經駁回而有下列情

形，由地方主管機關於通知函記載申請人

應檢附下列規定文件，進行第二階段審

查： 

一、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

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

估、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廢棄物

清理之類冸，分冸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出具之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二、依消防法第十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

第十條及消防機關辦理建築物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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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理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

件。 

三、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四、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五、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

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核定證明文件。 

六、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

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

書。 

七、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

標準之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證明文

件。 

八、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

者，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

文件。 

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規定，須取得消

防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者，應檢附圖

說審查核定書函及竣工查驗核定書函。 

三、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四、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五、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

保持計畫者，應檢附核定證明文件。 

六、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

附建築師勘驗建物安全結構證明書。 

七、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

準之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證明文件。 

八、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者，

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第十八條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臨時工

廠登記之相關規費，依申請工廠設立許

可及登記事項收費標準收取。 

第十八條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臨時工廠

登記之相關規費，依申請工廠設立許可及

登記等事項收費標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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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污染之認定基準 

經濟部於 100 年 6 月 16 日經中字第 10004603400 號函，

最新修正『未登記工廠補辦臨時工廠登記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經綜整財團法人產業服務基金會等相關機關及地方

政府意見，申請補辦臨時登記之工廠既為 97 年 3 月 14

日前既存之低汙染工廠，則認定低汙染之標準應援引 97

年當時合法工廠毗連地變更適用之『興辦工業人冺用毗連

非都市土地擴展計畫之低汙染事業認定方式』採一致標準，

爰將負面列舉非屬低汙染想目五十項檢討修正為三十七

項，以擴大納管範圍，輔導增加投入環保設施避免擴增汙

染。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一、0896010 味精(麩胺酸鈉) 

二、0896020 高鮮味精 

三、0896090 其他胺基酸 

四、0899610 酵母粉 

五、1140 印染整理業 

六、1301 皮革、毛皮整製業 

七、1401 製材業(僅限製程包含木材乾

燥、浸漬防腐等保存處理之事業為

限) 

八、1511 紙漿製造業 

九、17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十、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十一、18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十二、1830 肥料製造業 

十三、1841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十四、1842 合成橡膠製造業 

一、0896010 味精(麩胺酸鈉) 

二、0896020 高鮮味精 

三、0896090 其他胺基酸 

四、0899610 酵母粉 

五、1140 印染整理業 

六、1301 皮革、毛皮整製業 

七、1401 製材業(僅限製程包

含木材乾燥、浸漬防腐等

保存處理之事業為限) 

八、1511 紙漿製造業 

九、17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以基礎油從事參配、攪拌、混

合等製程之製造者，不在此限) 

十一、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

造業 

十一、18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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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十五、1850 人造纖維製造業 

十六、1910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十七、1920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十八、1990110 炸藥、煙火、火柴 

十九、2001 原料藥製造業 

二十、2101 輪胎製造業 

二十一、2311010 帄板玻璃 

二十二、2311020 強化玻璃 

二十三、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 

二十四、2322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二十五、2331 水泥製造業 

二十六、2332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二十七、2333 水泥製品製造業 

二十八、2399 未分類其他非金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具砂石碎解、洗選非金屬

礦物製品製造業) 

二十九、2399010 石棉水泥板(瓦) 

三十、2399090 其他石棉製品 

三十一、2399940 瀝青混凝土 

三十二、2411 鋼鐵冶鍊業 

三十三、2412 鋼鐵鑄造業 

三十四、2421 鍊鋁業 

三十五、2422 鋁鑄造業 

三十六、2431 鍊銅業 

三十七、2432 銅鑄造業 

三十八、2491 其他基本金屬鑄造業 

三十九、2543 金屬熱處理業 

業 

十二、1830 肥料製造業 

十三、1841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

造業 

十四、1842 合成橡膠製造業 

十五、1850 人造纖維製造業 

十六、1910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

藥製造業 

十七、1920 塗料、染料及顏料

製造業 

十八、1990110 炸藥、煙火、

火柴 

十九、2001 原料藥製造業 

二十、2331 水泥製造業 

二十一、2399010 石棉水泥板 

二十二、2399090 其他石棉製

品 

二十三、2411 鋼鐵冶鍊業 

二十四、2412 鋼鐵鑄造業 

二十五、2421 鍊鋁業 

二十六、2431 鍊銅業 

二十七、2543 金屬熱處理業 

二十八、2544 金屬表面處理業 

二十九、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 

三十、2612 分離式元件製造業 

三十一、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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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四十、2544 金屬表面處理業 

四十一、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 

四十二、2612 分離式元件製造業 

四十三、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四十四、2630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四十五、2641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四十六、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四十七、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 

四十八、2692 電子管製造業 

四十九、2820 電池製造業 

五十、2841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 

三十二、2630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 

三十三、2641 液晶面板及其組

件製造業 

三十四、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

元件製造業 

三十五、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

製造業 

三十六、2820 電池製造業 

三十七、2841 電燈泡及燈管製

造業 

(3)登記回饋金 

A.登記回饋金立意 

補辦工廠臨時登記，並未排除土地使用變更等相關義務

與負擔，業者應盡義務(如賦稅、土地變更、環保、消防

安全等)與合法工廠一致，並無豁免。故登記回饋金屬登

記服務費，係未登記工廠因取得暫時合法經營、免受處

罰及接受輔導行政服務費用之代價。 

B.登記回饋金使用方式 

作為地方主管機關辦理未登記工廠及已補辦臨時登記工

廠之輔導及管理相關業務使用，以專款專用為原則。 

C.登記回饋金收取方式 

以簡單、定額及分級距方式計收，於補辦登記案件經審

查通過後，由地方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一次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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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廠地面積計算，300 ㎡以內應繳納 2 萬元；超過 300

㎡者，每增加 100 ㎡，加收 5,000 元。最高繳納金額 10

萬元。 

帄方公尺 公頃 坪數 臺灣甲 分 金額(萬元) 

300 0.03 90.75  0.0309 0.309 2 

400 0.04 121.00  0.0412 0.412 2.5 

500 0.05 151.25  0.0515 0.515 3 

600 0.06 181.50  0.0618 0.618 3.5 

700 0.07 211.75  0.0721 0.721 4 

800 0.08 242.00  0.0824 0.824 4.5 

900 0.09 272.25  0.0927 0.927 5 

1,000 0.10 302.50  0.1030 1.030 5.5 

1,100 0.11 332.75  0.1133 1.133 6 

1,200 0.12 363.00  0.1236 1.236 6.5 

1,300 0.13 393.25  0.1339 1.339 7 

1,400 0.14 423.50  0.1442 1.442 7.5 

1,500 0.15 453.75  0.1545 1.545 8 

1,600 0.16 484.00  0.1648 1.648 8.5 

1,700 0.17 514.25  0.1751 1.751 9 

1,800 0.18 544.50  0.1854 1.854 9.5 

1,900 0.19 574.75  0.1957 1.957 10 

(五)補辦臨時工廠登記應檢附之書件、審查表及相關事項（分二階段

辦理） 

第一階段：審查基本資格並函復申請人審查結果（副知環保、

水冺、水土保持單位） 

第二階段：實質審查工廠登記等相關事項（環保許可、消防、

設廠標準或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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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應檢附之書件、審查表及相關事項： 

(1)第一階段應檢附之書件： 

項

號 
書件名稱 說明 

一 臨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一、各項申請書件之

紙張大小，以 A4

尺寸為原則。 

二、書件份數原則上

為六份，惟各主

管機關可視實際

需要酌予增減，

並於申請書上註

明。 

三、檢附影本均應附

註「影本與正本

相符」，並加蓋工

廠及工廠負責人

印章。 

四、產品製造流程圖

為低污染事業之

認定文件。 

 

二 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

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三 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四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五 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

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六 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

算表；如領有使用執照者，併附使用

執照清冊。 

七 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

之一。但能以電子處理方式取得者，

免予檢附；如為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

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八 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經建版地形圖）及土地使用計畫配置

圖（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 

九 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力容

量、熱能），得與項號六之建築物配置

帄面簡圖合併繪製。 

十 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

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

地屬國有者，檢附申請人與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各分支機構訂定之國有基地

租賃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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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辦臨時工廠登記審查表(第一階段)
2
 

廠 名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冸 

廠 地 地 號   

審 查 單 位 審 查 事 項 
審 查 意 見 

備註 是（○)、否(X)、 
無須審查(△) 

工 業 

 

1.申請書填寫是否完整、正確。   

2.是否檢附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

明文件。 
  

3.是否屬於低污染事業。   

4.是否檢附產品製造流程圖。   

5.是否檢附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6.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

定居所證明文件。 
  

7.是否檢附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領

有使用執照者，必要時，併附使用執照清冊。 
  

8.是否檢附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其

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但能以電子處理方式取得

者，免予檢附；如為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 

  

9.是否檢附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

圖，標示出廠區位置）及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另附土地

清冊及現場照片）。 

  

10.是否檢附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力容量、熱能），

得與建築帄面簡圖合併繪製。 
  

11.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是否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

契約。 
  

12.建築物或廠地屬國有者，是否檢附申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各分支機構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 
  

環 保 1.是否非屬環保法令規定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   

水 冺 
是否非位於河川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水庫蓄水範圍或非位

於自來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污染性工廠。   

水 土 保 持 

1.是否非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2.是否非位於山坡地範圍。   

3.是否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綜 合 意 見  

審 查 單 位 

會 章 

審 查 單 位 承 辦 人 科（課）長 副處（局）長 處 ( 局 ) 長 

工 業     

環 保     

水 冺     

水 土 保 持     

 

                                                 
2附註：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組織編制、業務劃分有不同規定者，以實際業務職掌之單位為審查單位。 

二.有關環保、水冺、水土保持部分，以加會或併行審查或組成聯合審查小組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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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正與展延 

申請人提送之文件有缺漏或不符規定者，地方主管機關得

命其於三十日內補正。必要時，得依申請人之申請展延之。

但以一次為限，且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申請人逾期

未補正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4)第一階段審查應駁回之事由 

A.申請日期逾越一百零一年六月二日。 

B.非於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活動，

或無法提出證明。 

C.有工廠管理輔導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七款或第八款所

定情形之ㄧ。 

D.經工業單位認定非屬低污染事業。 

E.經水土保持單位認定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F.經水冺單位認定位於河川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或水庫蓄水

範圍或位於自來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污染性工廠。 

(5)其他應注意事項 

地方主管機關受理申請案件後，應辦理審查並造冊列管。

審查時，應加會環境保護、水冺及水土保持單位。 

地方主管機關之審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環

境保護、水冺及水土保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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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階段  應檢附之書件、審查表及相關事項： 

(1)第二階段應檢附之書件： 

項號 書件名稱 說明 

一 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

類、範圍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水污

染防治、空氣汙染防制、廢棄物清理之類

冸，分冸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

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一、依收費標準規定，工

廠登記之登記費，每

件新台幣 5 千元。 

二、設廠如屬訂有設廠標

準者，應檢附符合設

廠標準規定之作業

場所配置圖。 

三、產品如屬訂有設廠標

準者，應俟辦理會勘

並符合設廠標準規

定後再行核准臨時

工廠登記。 

四、產品如係一般食品工

廠，應辦理會勘或出

具衛生單位檢查合

格證明書。 

五、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

件；水權狀或水費等

相關證明文件。 

六、廢汙水排注許可或同

意文件，應會審承受

廢汙水排注之管理

機關(含水冺、農田

水冺會)。 

七、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

準：都市計畫內使用

電力(包括電熱)在

37.5 千瓦以上或其

作業廠房之樓地板

面積合計在兩百帄

二 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之

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三 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四 廢汙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五 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需擬具水土保持計

畫者，應檢附核定證明文件。 

六 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

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七 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

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證明文件。 

八 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應檢附該

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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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號 書件名稱 說明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工

廠；都市計畫外使用

電力(包括電熱)在

七十五千瓦以上或

其作業廠房之樓地

板面積合計在五百

帄方公尺以上之工

廠。 

八、屬大量使用化學材料

及化學品之產業類

冸 17 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18 化學材料

製造業、19 化學製品

製造業等 3項產業類

冸者，於核准工廠登

記時應個案副知勞

檢單位請列為優先

檢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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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辦臨時工廠登記審查表(第二階段)
3
 

廠 名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冸 

廠 地 地 號   

審 查 單 位 審 查 事 項 
審 查 意 見 

備註 是（○)、否(X)、 
無須審查(△) 

工 業 

 

已達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是否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

書或鑑定報告書。 
  

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是否檢附符

合標準之證明文件。 
  

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是否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

出具之許可文件。 
  

環 保 

屬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水污染防治、空

氣汙染防制、廢棄物清理之類冸，是否分

冸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准

或許可證明文件。 

環境影響評估   
水汙染防治 

空氣汙染防治 

廢棄物清理 

消 防 

是否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

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

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設置

標準暨安全管理辦

法 

水 冺 
1.是否檢附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2.工廠廢汙水排注是否取得許可或同意。   

水 土 保 持 經認定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是否檢附核定證明文件。   

綜 合 意 見  

審 查 單 位 

會 章 

審 查 單 位 承 辦 人 科（課）長 副處（局）長 處 ( 局 ) 長 

工 業     

環 保     

消 防     

水 冺     

水 土 保 持     

 

  

                                                 
3附註：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組織編制、業務劃分有不同規定者，以實際業務職掌之單位為審查單位。 

二.有關環保、消防、水冺、水土保持部分，以加會或併行審查或組成聯合審查小組方式辦理。 

三.工廠用水來源不符合法令規定者，得要求補辦水權登記或另覓合法水源後，予以輔導補辦工廠登記。 

四、未登記工廠如座落於洪水帄原管制區或洪氾區內，應符合其相關法令之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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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繳交登記回饋金 

申請補辦臨時工廠登記案件經審查通過者，地方主管機關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命其向地方主管機關一次繳清登

記回饋金。 

申請人繳交登記回饋金後，地方主管機關應核發臨時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並造冊列管。同時副知環境保護、消防、水

冺、水土保持、都市計畫、地政、農業及建築管理單位。 

(4)補正與駁回 

第二階段審查時，申請人提送之文件不符未登記工廠補辦

臨時工廠登記辦法第八條規定或有缺漏，經地方主管機關

限期補正而未補正者，得予駁回。 

(5)其他應注意事項 

地方主管機關辦理審查時，得邀集環境保護、消防、水冺、

水土保持等單位組成聯合審查小組或以加會、併行審查之

方式，就其主管法令進行審查。必要時，得辦理現場會勘。 

(六)臨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有效期限 

臨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自核准登記日起至 106 年

6 月 2 日止。屆期未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臨

時工廠登記將自屆滿之日起自動失效，故業者須配合政府輔導

措施，努力在期限內完成合法。 

輔導期間屆滿(完成補辦臨時登記後至 106 年 6 月 2 日前）未

完成合法化者，地方政府將回歸本法、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

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依法處理（即回復為未補辦前之狀態）；

未登記工廠業者有可能繼續遭受檢舉而受罰。 



「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結案報告書 

萬能科技大學 

2-31 

(七)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變更限制 

經核發臨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工廠，於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

法使用證明文件前，不得為下列事項： 

1.變更隸屬之事業主體。 

2.如以獨資為事業主體之工廠，變更事業主體或工廠負責人。但

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3.增加生產設備之使用電力容量、熱能。 

4.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5.增加或變更產業類冸及主要產品，但減少產業類冸及主要產品

項目不在此限。 

6.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八)其他 

1.合法設立登記之工廠於 97 年 3 月 14 日前擴廠而未辦理變更登

記，且其擴廠部分可獨立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準用未登

記工廠補辦臨時工廠登記辦法第 2條至第 15條有關未登記工

廠補辦臨時工廠登記之規定。 

2.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臨時工廠登記之相關規費，依申請工廠設

立許可及登記等事項收費標準收取。 

二、臨時工廠登記範例說明 

申請臨時工廠登記應檢附文件範例如下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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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  時  工  廠  登  記  申  請  書 

受文者：            縣(市)政府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廠    名  電 話 （  ） 

傳 真 （  ） 

公司或商業
統一編號 

        組  織 

型  態 

□ 獨資 □合夥 □公司 

□ 其他：                        

工廠負責人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
號           

是否為有行為能力人□是 □否 

住所或居所  

手機  E-mail  

設廠

地點 

廠址 
      縣     鄉市     村            路 

      市     鎮區     里            街 

地號  

廠 地 面 積 ㎡ 
使用分區  

編定用地冸  

廠 房 面 積 ㎡ 廠房及建築物面

積 合 計 ㎡ 
建 築 物 面 積 ㎡ 

工 廠 用 水 量(含

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 

立方公尺/日 自 來 水 單 號 碼  

(註) 

 

使用電力容量、熱能 
馬力 

合  計           瓩               
瓩 

產業類冸 (請參照後附

產業類冸項目號碼填列) 

 主 要 產 品 

(請參照後附主要

產品名稱項目號

碼 填 列 ) 

 申 請 人 

（切結申請書所載事項及所附書件屬實） 

  (工廠及負責人印章) 

註：1.工廠用水中有使用自來水者，應填載自來水單號碼。 

    2.工廠負責人手機及 E-mail 資料項係方便工業主管機關提供工業輔導即時資訊

服務之用，申請人可審酌填載，非屬必填欄位。 

鄰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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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產品製造流程圖(僅供參考) 

（１）產品名稱：○○○○○ 

（２）主要產品製造流程 

 

 

 

 

 

 

 

 

 

 

 

 

 

 

 

 

 

 

 

 

 

 

 

 

 

 

 

 

 

 

 

 

 

 

 

 

 

 

 

 

 

 

 

 

 

 

 

 

 

  

原紙入料 

貼合、壓楞 
（公告製程） 

貼合機： 
五層瓦楞紙製造機 
七層瓦楞紙製造機 

印刷 

（公告製程） 
 

印刷機： 

成型 

（公告製程） 
 

模切成型機： 

釘合 

（公告製程） 
 

切邊機： 
釘合機： 
 

成品包裝 

廠 
 

印 

負
責
人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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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僅供參考) 

 

 

 

 

 

 

 

 

 

 

 

 

 

 

 

 

範例 3.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僅供參考)

負
責

人
印 

印
章 

廠
印 

廠 
 

印 

與正本相符 

負
責

人
印 

印
章 

廠印 廠 
 

印 

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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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及使用執照(僅供參考) 

註:可參考地政事務所申請之「建物測量成果圖」 (但建物需有保

存登記) 

廠 
 

印 

負
責
人 

印
章 

負
責

人
印 

印
章 

廠印 廠 
 

印 

與正本相符 

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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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僅供參考) 

負
責

人
印 

印
章 

廠印 廠 
 

印 

與正本相符 

負
責

人
印 

印
章 

廠印 廠 
 

印 

與正本相符 

負
責

人
印 

印
章 

廠印 廠 
 

印 

與正本相符 

土地登記簿謄本 地籍圖謄本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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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廠地位置圖、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及土地清冊(僅供參考) 

套繪於 1/1200 地形圖、地籍圖或土地使用分區圖上，並標示廠地

使用範圍、建築物(含廠房)範圍、相關設施及各使用分區使用強

度。 

 

廠 
 

印 

負
責
人 

印
章 

負
責

人
印 

印
章 

廠
印 

廠 
 

印 

與正本相符 

廠地位置圖 

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 

   :廠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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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清冊 

筆

數 
縣市 

鄉鎮

市 
地段 小段 地號 

使用

分區 

編定

種類 

土地

面積 

使用

面積 

所有

權人 

           

           

 

範例 7.機器設備配置圖 

  

  

廠 
 

印 

負
責
人 

印
章 



「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結案報告書 

萬能科技大學 

2-39 

範例八 建築物或廠地所有權人租賃契約/同意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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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使用同意書(範例) 

本人           同意提供所持有之新竹縣    鄉         段      

        建號等共    筆建號之建物，供            (使用單位、負責

人姓名)使用，特立此據以茲証明。 

 

 

 

 

 

 

 

 

 

 

 

 

 

 

 

立書人： 

身分証字號： 

地址： 

 

使用單位： 

負責人： 

身分証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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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土地使用同意書(範例) 

本人           同意提供所持有之新竹縣    鄉         段      

地號等        筆土地，供            (使用單位、負責人

名字)使用，特立此據以茲証明。 

 

 

 

 

 

 

 

 

 

 

 

 

 

 

立書人： 

身分証字號： 

地址： 

 

使用單位： 

負責人： 

身分証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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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臨時工廠變更登記之相關規定 

(一)申請臨時工廠變更登記應檢附下列各項書件 

項號 書  件  名  稱 說                  明 

一 工廠變更登記申請書。 一、各項申請書件之紙張大小，以 A4 尺寸

為原則。 

二、書件份數原則上為三份，惟各主管機

關可視實際需要酌予增減，並於申請

書上註明。 

三、檢附影本均應附註「影本與正本相

符」，並加蓋工廠及工廠負責人印章。 

四、依收費標準規定，工廠變更登記之審

查及登記費為新臺幣三千元。 

五、工廠用水係使用自來水時，須檢附自

來水公司水費收據影本。 

二 
工廠變更廠名者（事業主體未變
更），應檢附變更後之證明文
件。 

三 

變更工廠負責人者，應檢附變更
後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工廠
負責人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應檢
附在台設定居住所證明文件。 

四 
減少廠地或建築物面積者，應檢
附變更後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
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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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臨時工廠變更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             縣(市)政府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工廠登記編號：□□－□□□□□□－□□ 

申 請 變 更 事 項 
(請於□打ˇ) 變 更 後 內 容 

□廠名 

(應由新舊雙方聯名
申請) 

工廠名稱  電 話 （  ） 

公司或商業 

統一編號 

        傳 真 （  ） 

□工廠負責人 姓 名  身分證統
一 編 號 

          

是否為有行為能力人□是 □否 

住 所 或 居
所 

 

手 機  E-mail  

□廠地 廠 址  

地 號  

□廠地面積 ㎡ 

□廠房面積 ㎡ □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合計 

㎡ 

□建築物面積 ㎡ 

□使用電力容量 馬力 □合計 瓩 

瓩 

□ 工廠用水量 

(含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 
立方公尺/日 

□ 自來水單號碼 

(註) 

 

□產業類冸 
(請參照後附產業類
冸項目號碼填列) 

 

□產品名稱 
(請參照後附產品名
稱項目號碼填列) 

 

申 請 人 

原廠名： 
 
 
(原工廠及負責人印章) 

變更後廠名： 
 
 
(變更後工廠及負責人印章) 

註：1.工廠用水中有使用自來水者，應填載自來水單號碼。 
    2.工廠負責人手機及 E-mail 資料項係方便工業主管機關提供工業輔導即時資訊

服務之用，申請人可審酌填載，非屬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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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未登記工廠之輔導已有工廠輔導管理輔導法為法源基礎，並公

告『未登記工廠補辦臨時工廠登記辦法』現階段法令已針對輔

導機制進行低汙染事業項目進行修訂(由 50項修改為 37項)與認

定主管機關的調整(由環保單位調整為工業主管機關認定)在法

令機制的調整上因已具備母法之法源基礎，在輔導工廠申辦臨

時工廠之各項作業各項作為更具彈性與可執行性。第二階段之

實質審查作業，因涉及各主管機關業務職掌需橫向協調事項較

多審議時程亦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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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北臺產業群聚分析 

第一節 臺灣地區產業發展現況 

一、臺灣產業發展現況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臺灣的工業發展一直是整體產業發展的命

脈，牽動著近代臺灣的都市發展的脈絡。而政府在因應全球化

的變遷，在不同時期所制訂的產業政策或相對應的重大建設，

以維持工業發展這條命脈的延續。 

臺灣近代的產業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五大階段，由民國 30 年

代的農業、40 及 50 年代的輕工業、60 年代的重化工業、70 年

代至今的高科技工業。從產業發展歷史的脈絡可以知道，臺灣

產業政策從保護、獎勵到市場競爭為主，而產業政策的重點也

從生產轉變為研究發展。 

 

 

 

 

 

 

 

 

 

 

圖 3-1-1 台灣產業發展脈絡                      資料來源：蕭峯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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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亞太地區的都會經濟發展來看，臺北都會區（含臺北市

和新北市）的 GDP 約為 1,321 億美元位居第六位，仍居於東京、

大阪、首爾、香港之後，與上海、新加坡及橫濱差異不大。另

以目前東協國家已發展「一廊九城」，此廊帶從香港-廣州-南寧-

河內-胡志明市-金邊-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行經九個主要城市七

個國家（中越寮柬泰馬新），約有 4,600 億美元 GDP，若扣除中

國和香港之外所佔六國 GDP 比重約之六成以上。大約相等於香

港和臺灣的 GDP，因此加上人口、面積和交通聯網等因素。而

鄰近臺灣的經濟圈發展，未來也將對於臺灣的產業發展有所影

響與面臨挑戰。 

分別就臺灣北中南東四個區域產業發展現況，加以說明。 

（一）北部區域：知識產業 

北部區域產業結構在因應全球化經濟轉型發展上發展迅速，為

新興科技產業發展的聚集地，連結臺北－桃園－新竹科技走廊

的發展，讓北部區域成為臺灣重要的科技產業區。以北部地區

的產業發展現況來看，並未因大陸或是東南亞的低成本勞動力

造成企業生產線外移，而縮小發展規模引發失業人口產生，多

數將營運總部或高階管理單位仍設立於北部區域，不減北部區

域在整體全球生產網絡的重要性。北部區域以科學園區為研發

創新的群聚核心，藉由策略聯盟及信任合作的方式擴散其影響

範圍，進而結合鄰近學研資源(如工研院、清大交大及其他學研

機構等)形成創新系統進而串連形成北部創新軸，藉此群聚區域

內廠商密集互動及知識技術交流，帶動整體產業與國際接軌。 

（二）中部區域：精密科技產業 

中部地區長久以來為臺灣重要之都會區，人口約六百萬，產業

方面有中小企業群聚，中小企業網絡完整，且中部地區以往有

機械重鎮之稱，為帶動中部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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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產業區域的產業經濟流動範圍，以臺中市為核心，利用港

口（臺中港與麥寮港區）、機場（清泉崗機場）、陸運及高鐵等

實體空間機能與人流、物流、資訊流、金融流等作有效地結合。

未來中部地區將與北區、南區形成各具特色之「高科技產業聚

落」。結合臺中工業區以及軟體科技園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

區開發，形成西部地區科技走廊帶，增加中部區域發展高科技

產業之潛力。 

（三）南部區域：複合科技創新產業 

南部區域為雲林縣以南的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南部區域有高雄港，小港機場等重要交通設施，使得產業貿易

進出口方面更添競爭力。除了工業區外，加工出口區、科學園

區，及環保生技園區等用地在南部地區亦占全臺的百分之四十

以上。南部區域的相關研究機構例如大學與育成中心也相當

多，約有 25 所育成中心在此區域，包括知名的成功大學、中正

大學、中山大學等等。在臺南與高雄地區育成中心更為密集。

這樣的產業集中與學術密集發展有助於產業聚落的形成和發

展，並刺激彼此的技術交流合作，而益於傳統產業未來的轉型

發展。 

（四）東部區域：養生科技創新產業 

近年來關於東部發展之共識逐漸聚焦於東部本身的自然與人文

資源基礎之先天優勢，過去相較於西部的發展落後反而成為未

來東部發展的契機。經建會 2007 年規劃「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

畫」之「三心二軸雙環」均衡發展模式，三心北以花蓮市為中

心之大花蓮地區、南以臺東市為中心之大臺東地區為帶領，雙

心間規劃以玉里、成功為次核心強化區域整體發展，二軸為花

東縱谷軸帶及海岸軸帶，「雙環」--花東山海北環及山海南環之

發展，同步帶動花東各區塊進行不同主題的發展，使東部區域

之發展全面躍升。計畫整合其空間構想，發展具東臺灣特色之

有機觀光休閒農業為主軸，結合優質農業產業、健康有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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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農村風貌等面向，逐步營造東臺灣特色產業，因此未來將

利用現有的交通網絡系統、地理與農業資源、及強化機場功能

等，規劃完整的觀光生活產業廊帶。 

二、臺灣地區產業群聚現況分析 

（一）產業群聚總體分析 

依據經濟部 95 年工商普查資料，分別從廠商家數、就業員工數

以及產值對北、中、南、東區群聚現況進行探討。 

1.企業家數分析 

由表 3-1-1 可知，95 年底全體工商業場所單位數共計 115

萬 8,362 家，其中北部地區計有 52 萬 9,881 家，占全體工

商業場所單位數 45.74％，為工商業主要聚集地區；南部地

區以 31 萬 2,339 家居次，中部地區排名第三。 

表 3-1-1 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 

地區

別 

年 底 場 所 單 位 數 
年底場所單位數結構

比 

合 計 工 業 部 門 服 務 業 部 門 合 計 

 

（％） 

工 業 

部 門 

 

（％） 

服務業 

部 門 

 

（％） （家） 

與 90年底
比 較 

（％） （家） 

與 90年底
比 較 

（％） （家） 

與 90年底
比 較 

（％） 

總 計 
1 158 

362 
19.23  

 232 

299 
11.43  

 926 

063 
21.37  100.00  20.05  79.95  

北 部

地 區 

 529 

881 
18.50  

 97 

652 
10.32  

 432 

229 
20.53  100.00  18.43  81.57  

中 部

地 區 

 286 

975 
19.49  

 76 

091 
11.22  

 210 

884 
22.78  100.00  26.51  73.49  

南 部

地 區 

 312 

339 
20.91  

 54 

928 
13.61  

 257 

411 
22.59  100.00  17.59  82.41  

東 部

地 區 

 25 

936 
11.48   3 181 8.53  

 22 

755 
11.91  100.00  12.26  87.74  

資料來源：95 年工商普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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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由於著重在觀光、休閒農業，故相關支援型服務

業比重高達 87.74％，然而相較於其它區域高達 20％以上的

成長率，東部地區 11％成長較帄緩。 

整體而言，工業部門成長輻度在四個區域較為帄均大致上

是 8～13％之間。整體而言，產業的區域層級群聚現象，主

要仍是集中在台灣西半部的三大都會區域。 

表 3-1-2 則顯示，金屬製品製造業為所有產業企業家數最的

多的一項，中部地區為此產業最大的聚集地，北部地區排

名第二。機械設備製造業則為另一項顯著群聚在台中的產

業，總企業家數為 8121 家，北部地區第二為 6798 家。相

較於其它區域，北部區域在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電腦以及

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大約占全國 80%以上；其他

則如紡織產業群、紙及印刷產業群、化學產品製造、橡膠

產品製造在北部區域皆有大約 50%比例。值得注意的是，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70％集中於北部區域，顯然大

台北都會已成為我國大眾傳播媒體高度發展的核心區，其

發展似乎也與個人 3C 商品相關產業於北部區域群聚現象

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為我國傳統產業的群聚區域。在中部

區域，金屬製品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

竹製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以及家具製造業都有

高於 50％的比例，特別是強調勞力密集的木竹製品製造業

的企業家數高達 60％。另外，較集中於南部區域則以石油

及煤製品製造業為首，百分比高達 89％，其次為汽車零件

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菸草製造業在南部區域也形成

產業群聚，比例高達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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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北中南東製造業企業家數比較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食品製造業             1689 29 1976 34 2012 35 123 2 

飲料製造業         166 31 212 40 152 29 2 0 

菸草製造業           1 1 0 0 77 79 19 20 

紡織業              2750 51 2540 47 102 2 5 0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880 60 1181 37 97 3 0 0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346 16 1139 54 594 28 40 2 

木竹製品製造業            719 32 1368 60 189 8 5 0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475 52 1301 45 83 3 1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

業      
5395 70 2265 29 67 1 1 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71 4 58 3 1613 89 78 4 

化學材料製造業           570 21 402 15 1613 61 78 3 

化學製品製造業       1054 63 568 34 56 3 4 0 

藥品製造業              209 44 121 26 142 30 0 0 

橡膠製品製造業       773 53 626 43 58 4 0 0 

塑膠製品製造業         4224 50 4111 48 176 2 0 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487 58 967 38 103 4 1 0 

基本金屬製造業            1732 50 1698 50 0 0 0 0 

金屬製品製造業         13789 45 16286 53 590 2 11 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506 67 550 8 1462 22 210 3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2613 81 467 15 127 4 2 0 

電力設備製造業         3159 64 1632 33 148 3 0 0 

機械設備製造業          6798 45 8121 54 254 2 0 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1353 24 1180 21 3042 54 42 1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414 15 1524 54 887 31 2 0 

家具製造業             754 30 1384 54 405 16 0 0 

其他製造業              2131 57 1623 43 0 0 0 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

裝業    
1333 36 856 23 1483 40 35 1 

資料來源：95 年工商普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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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員工數分析 

95 年工商普查資料顯示，近十年來工業部門以飲料製造

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成長較為快速，附加價值率均增加逾 6 個百分點；服務業

部門以就業服務業、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均增加逾 12 個百

分點最快。 

由表 3-1-3 可知，各個產業群聚之總體就業員工數以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最多，高達 543,607 人；其次則為金屬製品製造

業，則有 333,322 人；其它則如專門營造業、機械設備製造

業、食品製造業之就業員工數皆超過 100,000 人。 

表 3-1-3 高度成長產業員工數、企業數與產值整理 

 從業員工人數（人） 企業單位數（家） 全年生產總額（百萬元） 

總 計 3,240,266  226,048 15,502,853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543,607  5,680 3,277,875 

專 門 營 造 業  309,821  57,498  544,731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333,322  38,405  946,552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234,811  18,003  735,787 

汽 車及其零 件製造 業  92,942  3,422  397,247 

基 本 金 屬 製 造 業  99,068  4,506 1,164,615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安 裝 業 

 36,976  3,818  82,097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83,254  1,321 1,354,251 

食 品 製 造 業  106,716  5,847  373,946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
製 業 

 56,905  9,354  105,495 

資料來源：95 年工商普查統計 

主計處資料顯示，三個科學園區：竹科、中科及南科的群

聚效果最為顯著，總計吸引 530 家廠商，從業員工近 18 萬

5 千人，運用 1 兆 7,080 億元固定資產，創造 1 兆 6,007 億

元之生產總額，分別較 90 年明顯成長 60.12％、73.26％、

88.43％及 161.24％。半導體及影像顯示產業增加逾 15 萬 8

千名從業員工，新增投入固定資產 1.2 兆元，生產總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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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兆元，逾全體製造業增加金額之四分之一，產業發展快

速。 

整體而言，區域級的產業群聚主要集中在北、中、南三個

大都會區，雖然主力產業別不同，但大致上皆呈現出豐富

且多樣化的產業結構。由企業數、員工數、產值來觀察可

發現北部地區目前仍為我國產業發展重鎮。電子相關產業

成長最為快速，但傳統產業在提供就業數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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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臺產業群聚分析 

1980 年代政府積極推動的新竹科學園區，及其所吸引回國創業

的歸國學人，到二十一世紀初可說和本土廠商已充分結合，且

將北臺灣可用的工業區都發展成圍繞「半導體、電子、及電腦

產業」、「化學材料」及「機械設備」完整供應鏈及創新力的產

業群聚。由於臺北市、新北市加新竹市、縣之高創新力城市，

擁有大量具國際溝通能力的科技及工商服務人才，規劃未來

2015 年和 2030 年創新願景具備在 2015 或 2030 年發展為國際

級或亞太級創新走廊的潛力。 

一、北部區域產業空間分佈情形 

（一）電腦及其周邊設備製造業 

該產業主要聚集於臺北市、新北市以及新

竹縣市境內，其中以臺北市松山區為多，

其次依序為新北市中和區、臺北市士林

區、新竹市、新北市新店區、新竹縣寶山

鄉、臺北市中山區以及桃園縣龜山鄉、臺

北市北投區以及新北市汐止區。 

（二）半導體製造業 

該產業聚集於新竹市、臺北市以及新北市

境內，其依序分布在新竹縣寶山鄉、新竹

市、新北市新店區、臺北市松山區、新北

市中和區、新竹縣竹東鎮、桃園縣中壢市、

新竹縣湖口鄉、新北市汐止區以及臺北市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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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該產業八成聚集於桃園縣境內，其中以桃

園縣蘆竹鄉為最多，其次依序為桃園縣中

壢市、桃園縣帄鎮市、桃園縣桃園市、桃

園縣龜山鄉、臺北市松山區、新北市土城

區、桃園縣楊梅市、桃園縣大園鄉。 

（四）針織成衣業 

該產業主要聚集於桃園縣以及新

北市境內，其中以桃園縣桃園市為

最多，其次依序為桃園縣龜山鄉、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新莊區、桃

園縣龍潭鄉、新北市中和區、新北

市三重區、臺北市中山區、新北市五股區以及臺北市松山

區。 

（五）電池製造業 

該產業主要聚集於桃園縣以及新

北市境內，其中以新北市新莊區為

最多，其次依序為臺北市南港區、

臺北市士林區、基隆市、新竹縣湖

口鄉、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大安

區、新北市新店區、新竹縣寶山

鄉、臺北市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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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新竹縣未登記工廠區位、規模分析 

根據北部區域前五大產業：電腦及其周邊製造業、半導體製造

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針織成衣業及電池製造業，以桃園與

新竹產業空間分布可發現桃園地區電腦及其周邊製造業最高為

龜山鄉次高為中壢市；半導體製造業最高為中壢市次高為楊梅

市；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最高為中壢市，次高為帄鎮市；電池

製造業最高為楊梅市，次高為龍潭鄉。 

就新竹縣而言，電腦及其周邊製造業最高為竹北市，次高為寶

山鄉；半導體製造業最高為寶山鄉，次高為竹北市；印刷電路

板製造業最高為湖口鄉，次高為竹北市；電池製造業最高為湖

口鄉，次高為竹北市。 

表 3-2-1 桃園、新竹地區產業空間分布綜理表           單位：家數 

鄉鎮市 

電腦及其

周邊製造

業 

半導體製

造業 

印刷電路

板製造業 

針織成衣

業 

電池製造

業 

桃園縣桃園市 1633 88 7711 274 26 

桃園縣中壢市 3732 2216 9451 24 17 

桃園縣大溪鎮 16 678 0 27 0 

桃園縣楊梅市 507 855 2734 15 108 

桃園縣蘆竹鄉 4532 425 23485 3 7 

桃園縣大園鄉 1158 0 2465 3420 0 

桃園縣龜山鄉 10272 34 6491 213 0 

桃園縣八德市 410 497 614 1607 0 

桃園縣龍潭鄉 972 73 509 102 49 

桃園縣帄鎮市 1942 306 8950 2 1 

桃園縣新屋鄉 72 20 996 29 0 

桃園縣觀音鄉 72 30 1777 0 0 

桃園縣復興鄉 0 0 0 22 0 

新竹縣竹北市 14457 33901 264 44 19 

新竹縣竹東鎮 61 2388 18 0 0 

新竹縣新埔鎮 65 5 0 0 0 

新竹縣關西鎮 13 153 0 33 0 

新竹縣湖口鄉 2613 1671 1058 61 620 

新竹縣新豐鄉 478 115 43 0 12 

新竹縣芎林鄉 249 101 0 3 20 

新竹縣橫山鄉 6 9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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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 

電腦及其

周邊製造

業 

半導體製

造業 

印刷電路

板製造業 

針織成衣

業 

電池製造

業 

新竹縣北埔鄉 0 0 0 0 0 

新竹縣寶山鄉 11026 46268 0 0 240 

新竹縣峨眉鄉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另表 3-2-2 就現有已列管未登記工廠數產業空間分布綜理可

知，本計畫地區未登記工廠產業類別多屬非屬製造加工業、食

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及機械設備製造業；另新竹縣因廠

家數較少，最高產業類別多為金屬製品製造業及塑膠製品製造

業。就供應鏈而言，未登記工廠特性與已登記工廠產業特性較

屬於上下游之供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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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桃園、新竹地區已列管未登記工廠產業空間分布綜理表                                        單位：家數 

鄉鎮市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化

學

製

品

製

造

業 

木

竹

製

品

製

造

業 

皮革、

毛皮及

其製品

製造業 

石

油

及

煤

製

品

製

造

業 

印

刷

及

資

料

儲

存

媒

體

複

製

業 

成

衣

及

服

飾

品

製

造

業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製

造

業 

其

他

製

造

業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製

造

業 

非

屬

製

造

加

工

業 

食

品

製

造

業 

家

具

製

造

業 

紙漿、

紙及紙

製品製

造業 

紡

織

業 

基

本

金

屬

製

造

業 

飲

料

製

造

業 

塑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電

力

設

備

製

造

業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電腦、

電子產

品及光

學製品

製造業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菸

草

製

造

業 

橡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其

他

運

輸

工

具

製

造

業 

中壢市 1 
 

7 3 
 

8 16 4 22 21 11 46 28 8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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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空間分布特性，在桃園地區的已列管未登記工廠座落在都市

計畫區內以住宅區 464 家，位居第一；次為非都市地區之一般

農業區(252 家)及都市計畫農業區 109 家，截自 99 年 7 月止共

計 1461 家。。 

另在新竹地區的已列管未登記工廠座落在以非都市土地之特定

農業區有 32 家，一般農業區 17 家，截自 99 年 7 月止共計 106

家，如表 3-2-3 所示。 

此一成果亦與 99 年工業區統計年報資料相符，依 99 年工業區

年報呈現結果顯示桃園縣都市計畫區內工業區分布佔全國第一

名，同時反映在未登記工廠分布之情形上。 

表 3-2-3 桃園、新竹未登記工廠統計綜理表                單位：家數 

土地使用分區 桃園縣 新竹縣 

住宅區 464 9 

商業區 19 0 

都市工業區 42 1 

農業區 109 6 

非都市工業區 0 4 

一般農業區 252 17 

特定農業區 5 32 

山坡地保育區 0 4 

水岸發展區 1 0 

保護區 1 0 

公共設施 1 0 

特定專用區 1 0 

未填寫土地使用分區 566 33 

總計 1461 106 

資料來源：99 年 7 月新竹縣政府、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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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業區使用現況分析 

一、工業區使用現況 

我們針對經濟部工業局所管理的 56 個編定工業區為資料搜集範

圍，進一步對桃竹地區各編定工業區內產業組成分析說明。 

（一）林口工二工業區 

林口工二工業區總設廠家數 190 家，其中依序以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25)34 家(17.89%)、塑膠製品製造業(21)22 家(11.58%)與

金屬製品製造業(24)19 家(10.00%)為製造業中分類中設廠家數

較多之行業。再分析其小分類行業組成情形，則為塑膠製品製

造業 (210)22 家 (29.33%)、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249)16 家

(21.33%)以及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259)14 家(18.67%)為家數較

多之小分類業別。 

林口工三工業區總設廠家數為 63 家，該區製造業中分類設廠家

數前三名依序為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31)14 家(22.22%)、金屬製

品製造業(24)及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25)均為 7 家(11.11%)。再

分析其製造業小分類組成，則仍以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319)14

家(50%)為最高，其他小分類行業則家數均低，未見顯著。 

（二）龜山工業區 

龜山工業區總設廠家數為 216 家，其中以紡織業 (10)56 家

(25.93%)、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7)34 家(15.74%)與電腦、通信及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6)23 家(10.65%)為該區製造業中分類家

數前三名產業。再分析其小分類行業組成情形，則仍以紡織業

類別(102、105)合計 47 家為最高，比例達 41.7%。 

（三）中壢工業區 

中壢工業區總設廠家數為 465 家，該區製造業中分類設廠家數

前三名分別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7)78 家(16.77%)、電腦、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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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6)49 家(10.54%)、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29)46 家(9.89%)。分析其小分類行業組成情形，則以其他電子

零組件製造業(279)65 家、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293)35 家及電

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261)23 家為家數較多行業，比例合計達

71.1%。 

（四）桃園帅獅工業區 

桃園帅獅工業區總設廠家數為 103 家，該區製造業中分類設廠

家數前三名依序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7)16 家(15.53%)、金屬基

本工業(23)以及化學製品製造業(18)均為 12 家(11.65%)，三者在

該區全部中分類總設廠家數比例上並未特別顯著。針對其小分

類行業別分析，則以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79)11 家(27.50%)

為最高，其餘小分類行業家數則均未達其半數。 

（五）帄鎮工業區 

帄鎮工業區總設廠家數為 148 家，其製造業中分類行業設廠家

數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7)40 家(27.03%)居冠，其他行業別家數

比例均未達 10%，家數均不超過 14 家。針對其小分類行業別分

析，則以印刷電路板製造業(273)24 家(36.36%)為最高，其他小

分類行業別則未見顯著。 

（六）大園工業區 

大園工業區總設廠家數為 181 家，該區以紡織業 (10)38 家

(20.99%)、金屬製品製造業(24)36 家(19.89%)與化學材料製造業

(17)34 家(18.78%)為設廠家數前三名產業別。再針對其小分類行

業別分析，則以印染整理業(105)、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業(245)

與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171)為家數較多的前三名小分類行業

別，家數均約為 30 家，比例則為 27%至 29%之間。 

（七）觀音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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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工業區總設廠家數為 355 家，該區製造業設廠家數較多的

中分類行業為化學材料製造業(17)60 家(16.90%)、紡織業(10)49

家(13.80%)。針對中分類家數前三名行業分析其小分類行業別

組成情形，則以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179)57 家(41.61%)、印染

整理業(105)35 家(25.55%)為家數顯著較多的行業別。 

（八）新竹科學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面積 653 公頃，產業聚落主要是半導體產業和光

電產業。位於台灣西北部，地跨新竹縣、市；基地為國道 1 號

所貫穿。截至 98 年底，設於新竹縣之新竹園區廠商計 116 家，

實收資本額計 1,504 億元、員工數計 25,370 人、98 年營業額計

1,623 億元，於新竹縣完成工廠設立登記計 115 家。園區產業共

分 6 大類：積體電路產業、電腦及周邊產業、通訊產業、光電

產業、精密機械產業及生物技術產業。2010 年整體產業營收達

11,869 億元，總營業額中有 68%來自積體電路產業達 8,008 億

元；光電產業營業額達 2,439 億元，為園區第 2 大產業；園區

第 3 大產業為電腦及周邊產品，營業額達 762 億元；接續為通

訊產業計 351 億元、精密機械產業計 223 億元及生物產業計 52

億元。 

（九）新竹工業區 

位於新竹縣新豐鄉、湖口鄉與新埔鎮之間，產業聚落主要是金

屬機械、汽車機車、電機電器、紡織染整、化工樹脂、化妝品、

製藥、飼料、食品飲料、紙器木器、陶器玻璃等。廠商約計 450

家，創造了 28,000 個就業機會，依照比例來看，前三名分別為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19.31%)、機械設備製造業(11.55%)以及金屬

製品製造業(11.06%)，與新竹科學園區具高度的產業連結效應。 

（十）台元科技園區 

位於新竹縣竹北市，裕隆集團於舊台元紡織廠內所開發興建，

群聚產業以 IC 設計、軟韌體開發、電子材料為主，目前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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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供應商美商泰瑞達公司、中釉公司(1809)電子材料部、國內

IC 電子廠商駿億電子、新能科技…等數 10 家公司已進註園區。

未來可望繼南港軟體園區外，第二個以軟體、IC 設計產業為主

之群聚區域。 

二、編定工業區產業群聚 

根據 99 年工業區統計年報分析台灣各區域內編定工業區的產

業結構，以歸納各編定工業區的產業類型，其依北部區域所涵

蓋縣市包括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 

北部產業群聚範圍之編定工業區共計 16 處編定工業區(大武崙

工業區、瑞芳工業區、五股工業區、南港工業區、樹林工業區、

土城工業區、中壢工業區、桃帅工業區、帄鎮工業區、新竹工

業區、觀音工業區、大園工業區、林口工業區、龜山工業區、

龍德工業區、利澤工業區)。 

其北部產業群聚範圍內之總廠家數為 5436 家，占全台灣編定工

業區內廠家數 42%。以北部區域而言，主要以機械設備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和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的廠商家數最多，各占北部區域總廠家數 9.92%、

9.31%、8.61%、6.90%；其次則是塑膠製品製造業、紡織業、

化學製品製造業等，分別占北部區域總廠家數 5.39%、4.97%、

4.27%；其餘產業別所占比例如下表 3-3-1 所示。 

表 3-3-1 北部產業群聚區內廠商產業別一覽表 

產業類別 家數 比例 產業類別 家數 比例 

機械設備製造業 539 9.92% 印刷集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96 1.77% 

金屬製品製造業 506 9.31% 紙漿、紙及紙製品

製造業 

85 1.56% 

電子零組件製造 468 8.61% 橡膠製品製造業 59 1.09% 



新竹縣政府 

 

萬能科技大學 

3-20 

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375 6.9%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

業 

44 0.81% 

塑膠製品製造業 293 5.39%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

業 

40 0.74% 

紡織品 270 4.97% 家具製造業 36 0.66% 

化學製品製造業 232 4.27% 藥品製造業 34 0.63% 

食品製造業 217 3.99% 木竹製品製造業 32 0.59% 

電力設備製造業 190 3.5%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

業 

27 0.50% 

其他製造業 160 2.94% 飲料製造業 23 0.42% 

基本金屬製造業 158 2.91% 非製造業 22 0.40% 

化學材料製造業 124 2.28%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製造業 

19 0.35% 

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 

111 2.04% 未分類 1175 21.62%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101 1.86% 總計 54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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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未登記工廠調查說明 

第一節 未登記工廠調查範圍選定原則 

在有限的經費下基於產業帶關聯性與工廠密集度兩個原則，本

研究案在取捨過程中，每縣各選定四個鄉鎮市作為未登記工廠

調查範圍，其中新竹縣為：竹北市、竹東鎮、湖口鄉、新豐鄉，

在桃園縣為：中壢市、楊梅市、帄鎮市、大溪鎮，同時這是 8

個鄉鎮市在地理位置基本上是相連有利於討論跨縣市的產業

帶議題。以下針對未登記工廠調查範圍選定原則進行說明： 

一、確認已列管工廠分布位置 

透過疊圖分析結果，掌握現有已列管之已登記工廠數(新竹縣

1491 間；桃園縣 2397 間)及未登記工廠數(新竹縣 106 間；桃園

縣 1196 間)工廠空間分布狀態。 

二、選定須調查之未登記工廠範圍 

在經過八個鄉鎮之中工廠分布情形結合 96 年國土規劃調查之

土地使用現況套疊，區劃出須調查之未登記工廠之範圍，其原

則應符合 96 年國土規劃調查之土地使用現況圖為工業使用卻

未有列管之情形進行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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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登記工廠基本調查分析 

一、調查方式 

目前縣市政府對工廠之管理，除了辦理工廠登記之外，另受理

對未登記工廠之舉報稽查，並於稽查後登錄進行追蹤管理。然

而尚有許多未申請登記之工廠未受到舉報，致使縣市政府無法

有效掌控境內所有工廠數量及分布，有鑑於此，縣市政府需對

未登記工廠進行調查，並將其資訊化與空間化，以利政策之推

動並協助進行有效的管理。 

而根據未登記列管工廠資料記錄，顯示目前資料登錄地址方式

並不一致，有時用阿拉伯數字與有時用國字數字，並有重複登

錄的現象，比如某家工廠廠址第 1 次列管登錄為大安里西坡腳

4-1 號，第 2 次再以大安里西坡腳四之一號再被列管登錄 1 次，

同時還有部分工廠有一廠多址和一址多廠之現象，等多種現象。

爰此為提供更正確有用之資訊，本研究案調查方式條列如下： 

步驟一、將現有未登記列管工廠資料記錄重新整理歸戶，確定未登記

列管工廠家數並將資料一致化。 

 

步驟二、8 鄉鎮市 96 年國土空間調查工業使用現況確認，找出列管

且未登記之工廠。 

資料一致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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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三 、 8 鄉 鎮 市 未 登 記 工 廠 資 料 庫 建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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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分布示意 

資料庫建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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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8 鄉鎮市已登記與未登記工廠空間資料庫建立。 

 

二、調查內容 

新竹縣政府與桃園縣政府工廠管理清冊建置中，在未登記工廠

部分，建置格式內容包含：編號、案號、廠名、廠址、負責人、

用地分區、土地使用類別、廠地面積(㎡)、廠房面積(㎡)、產業

類別(八版)、電力容量、熱能(KWH)、職員數、員工數；已登記

工廠建置格式包括：登記編號、工廠名稱、工廠地址、負責人、

核准日期、主產業類別。 

故本計畫將透過疊圖分析結果及選定原則選定需調查之範圍，

其調查內容包括未登記工廠位置、建物面積、產業類別、土地

使用分區、使用現況（是否閒置）等。 

 

調查成果示範說明如下： 

未登記工廠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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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竹北市未登記工廠調查清冊 

編號 ZB0721001 

工廠名稱 俊綱工程有限公司 

工廠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 1640 號 

產業類別 鋼鐵製品(中華黃頁資料) 

營運現況 ■使用中   □未使用   

使用現況 □工廠     ■工廠+公司     □工廠+住家 

座標點 E:120.95909 N:24.84212 

建物面積(㎡) 990 

建物結構 鐵皮屋 

土地使用分區 農牧用地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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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發展課題分析 

課題一：桃竹地區產業發展多元且豐富，但產業發展用地有限，

工廠隨意設立情形普遍，造成地區負外部性影響。 

說  明：桃竹地區之工廠林立，產業樣態

多元且豐富，但有許多為未登記工廠設立

且營運，對於未登記工廠周邊地區易產生

噪音、振動、空氣等可能之影響，在未受

合法的管制之下易造成環境破壞，未能符

合永續發展之理念。 

策  略：應配合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研

提未登記工廠輔導登記、用地合法與轉型

生產等機制，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且

在適當的管制與規範下，讓環境與經濟得

永續發展。 

 

課題二：未登記工廠採查報列管機制，未建立地區普查內容，

亦無法了解產業聚集情形，對產業資訊掌握有限。 

說 明：新竹縣現有列管未登記工廠為 71 家，桃園縣列管未登記工廠

共 1441 家，初步分析發現，未登記工廠類型多樣化且有部份有集中趨

勢，在現有查報列管機制下，無法充分了解產業發展情形，對未登記

工廠輔導管理作為亦無法全面展開。 

策  略：配合工廠管理資訊系統建置，協助已登記工廠資訊建置空間

資料庫，並選擇策略性地區執行未登記工廠調查計畫，同時建置 GIS

空間資訊資料庫，有效掌握地區產業發展趨勢，並便於判斷工廠分布

與群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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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未登記工廠管理涉及土地使用、環保、工廠登記、水

利、農業等各單位，輔導機制未有單一窗口！ 

說  明：因未登記工廠管理所涉及之權責機關眾多如土地使用、環保、

工廠登記、水利、農業等各單位，目前尚未有橫向整合帄台協助輔導

未登記工廠之窗口與協調整合帄台，使得未登記工廠輔導效率無法提

升。 

策  略：為使有效率的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建議應建立輔導單一

窗口，使未登記工廠得便於辦理相關作業程序或簡化其整體的作業流

程。 

 

課題四：未登記工廠管理人力不足，資訊建置尚未有完整查詢       

功能 

說  明：未登記工廠由於政府機關管理人力

不足目前僅能透過查報系統管理未登記工廠

情形，屬於較為被動式之管理方式，且尚未

建置完整的查詢系統提供查詢或服務，易致

政府與民眾較不易溝通協調。 

策  略：透過本計畫之全面性的疊圖分析與

實地調查，建置完整的工廠資料庫系統提供

查詢，使政府管理人力可更有效率的掌握未

登記工廠資訊及動態，便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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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未登記工廠多半為設置於非工業使用之土地使用分區，

易造成土地違規使用現象 

說  明：透過初步的疊圖分析成果，資料發現分布於農業區、住宅區、

保護區等非工業區使用之工廠為多數，此現象易造成土地違規使用的

情形發生，應有相關配套及輔導措施輔導轉型或合法化。 

策  略：以本計畫之調查成果，研擬不同方案之配套輔導措施，將工

廠輔導轉型、合法化或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之相關規定辦理臨時登記

證等配套措施，針對每個不同情形之違規未登記工廠使用提出相關之

輔導政策建議。 

 

課題六：未登記工廠資訊建置以地址確認位置，部份工廠未能

提供正確地址，將造成資料庫建置不完整之課題 

說  明：在資訊掌握方面，由於許多未登記工廠資訊建置為以地址確

認其工廠位置，但因部分工廠未能提供較完整之地址資訊，造成判讀

或地圖搜尋之錯誤，造成後續資料庫建置時，易產生誤差導致資料庫

建置不完全之情形。 

策  略：本計畫擬以利用 GIS 或 GOOGLE MAP 之工廠座標位置，建

置正確點位，透過實地調查結合 GIS 或 GOOGLE MAP 定位方式，確

認其工廠位置，解決資料庫建置不完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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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七：未登記工廠普查資料取得困難，逐戶查訪易造成工廠

營業者反彈，正確完整資料取得不易 

說  明：由於未登記工廠多為不合法之工廠營運模式，在逐戶調查的

過程中，工廠營業者易產生較大之反彈，造成取得資料較不容易，且

資料之正確性也有待商確。 

策  略：以國土調查圖資為依據，透過疊圖分析確認工業使用之地點，

針對工業使用、住宅兼工業使用之調查成果進行空間使用的確認與是

否設立工廠之調查，並透過既有資料庫確認工廠是否已登記，使調查

之正確性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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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八：未登記工廠業者多為違規使用，戒心較強，輔導機制

運作不易 

說  明：未登記工廠業者多為違規使用，在政府輔導機制運作之下，

業者態度多半戒心較強，較不願意投入參與輔導機制措施，造成在後

續的工廠產業輔導機制的推動上較為不易。 

策  略：運用地方權利關係人（STAKEHOLDER）(里長或各工會理事

長)廣為宣導與教育，並透過舉辦說明會讓業者了解整體輔導機制之流

程與情形，最後由政府架設網站宣導與提供資訊之查詢服務讓業者可

更容易取得相關的資訊與溝通管道。 

 

課題九：未登記工廠業者使用土地並非全數為自有，申辦臨時

工廠登記與劃設特定區仍須地主同意，承租用地業者申辦不易 

說  明：未登記工廠業者部份於自有土地上進行生產事業，大多則以

承租土地方式進行生產，在政府輔導機制運作之下，業者申辦臨時工

廠登記與劃設特定區仍須取得地主同意書，地主則多會擔心土地違規

使用是否有罰責，若進行後續特定區劃設，地主是否同意回饋與續租，

仍有變數。 

策  略：分階段申請臨時工廠登記，並告知免裁罰等相關規定，在特

定區劃設部份，則運用地利共享、延續契約之精神，讓地主充分認知

轉變為生產用地後可享增值利益，宜配合政府輔導機制，方可讓生產

用地的變更在一定期間內推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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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未登記工廠調查成果資料庫

建置 

第一節 現有工廠管理資料庫系統說明分析 

一、工廠登記管理及輔導之行政組織架構 

為落實本案執行，成立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推動組織，除縱向由

中央往地方推展外，也橫向聯繫中央有關機關，推動架構圖如下： 

 

本案新竹縣政府與桃園縣政府未登記工廠輔導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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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行政組織架構，原建

設處更名為國際產業發展處，置處長一人，副處長一人，下設

工商發展科、經貿事務科、大陸事務科、城鄉發展科及都市更

新科等五科，分別承辦相關業務。其組織分配圖如圖 5-1-1 所

示： 

 

(二)桃園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升格為準直轄市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行政

組織架構原工商發展處升格為工商發展局設置局長一人、副局

長一人，下設工商登記科、工商輔導科、公用事業科及產業發

展科等四科室。 

 

  

圖 5-1-1 新竹縣國際產業發展處組織架構 

圖 5-1-2 桃園縣工商發展局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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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庫系統簡介 

(一)系統帄台：Windows Server 2008 

(二)伺服器管理：AppServ v2.10.3 

(三)資料庫系統：MySQL v5.0.51a 

(四)系統開發軟體：Dreamweaver 8、Google Maps API 第三版 

(五)AppServ 管理系統 

AppServ 內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 Apache 網頁伺服器並支援 PHP

程式語言與 MySQL 資料庫，只要你的電腦安裝了 AppServ，便

可搖身一變成為一台專業的網頁伺服器，讓你輕鬆用 ADSL 架

設 XOOPS、PHP-Nuke、phpBB…與各種論壇、Blog 網站。 

以往要架設專業網頁伺服器的話，大多得先安裝 Linux 或

FreeBSD 這一類的作業系統，但並不是每個人一開始都熟悉

Linux 指令，對於初學者來說，管理起一套不熟悉的作業系統也

相當費力。 

現在，有了 AppServ 之後，我們便可輕鬆的在 Windows 作業系

統中安裝好全套的 Apache、PHP、MySQL 等網頁伺服器套件，

AppServ 的功能相當完整，只要執行完 AppServ 安裝程序，便

可將所需的伺服器功能一次全部安裝好。 

Adobe Dreamweaver(前稱Macromedia Dreamweaver)是Adobe公

司的著名網站開發工具。它使用所見即所得的介面，亦有 HTML

編輯的功能。它現在有 Mac 和 Windows 系統的版本。原本由

Macromedia 公司所開發。 

Dreamweaver 自 MX 版本開始，使用了 Opera 軟體公司的排版

引擎「Presto」作為網頁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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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Dreamweaver 是一款全面的專業工具組，用於設定與部

署令人讚嘆的網站及網路應用程式，並提供健全的編碼環境及

強大的標準 WYSIWYG 設計介面。 

人性化界面新版功能更為體貼，從表單、圖層、以時間軸及原

始碼的呈現風格，讓網頁族迅速地展現出最棒的效果，配合

FireWorks 的圖片處理，一頁頁美編排版華麗的網頁便能輕易突

現。 

新版的 MX，整合了 DreamWeaver 和 UltraDev，大大支援 asp, 

jsp, cfm, cfc, aspx, ascx, php, php3, js, css, xml 的編撰。 

運用 HTML5 和 CSS3 程式碼提示，縮短編寫網頁的時間。與 

jQuery 程式碼提示整合可讓您輕鬆加入業界標準的互動功能。

FTPS 和 FTPSES 支援可協助您以更安全的方式傳送程式碼。 

(六)關於 Google Maps API 

Google Maps API 是一項免費服務，任何免費供消費者使用的網

站皆可使用。很多人應該都用過 Google Map 查地圖，除了上

Google 網站以外，Google 也提供了 API，讓大家能夠使用它提

供的地圖以及功能，來製作網頁或應用程式。 

Google Maps API 提供開發人員數種將 Google 地圖嵌入網頁

的方式，可以簡單使用或再自行大幅修改。目前提供數種 API：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Google Maps API for Flash、Google 

Static Maps API。 

此外，也提供 Mapplets API，可用於建立「Google 地圖」內部

執行的迷你應用程式。這些 API 可以單獨使用或加以組合，滿

足各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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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縣與桃園縣工廠登記管理資料庫建置內容說明 

為使工廠管理資訊系統達到更有效的應用與完整資訊的呈現，本

計畫透過以下流程建置系統資料庫與使用者介面：  

（一）現有工廠資料庫建置並建立空間點位 

1.利用現有新竹縣與桃園縣工廠資料編譯為正規格式 

透過程式轉換將原始資料地址填補成完整格式，包含縣市鄉

鎮與道路門牌的正規化，再加以人工校閱取得完整的地址資

料。 

 

2.利用地址轉換建立工廠座標點位 

透過中研院之「地理小工具」由 Google Map 將正規化後的

地址轉換為經緯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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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 GIS 軟體建置工廠點位圖層 

利用在 Google Map 取得的經緯度資訊，轉換為 TM2-97 座

標系統匯入 GIS 軟體，並加入圖層分析資訊建立完整資料

庫連結模式。 

 

（二）建置工廠 GIS 管理系統 

1.建置新竹縣與桃園縣已列管未登記工廠 GIS 資料庫系統 

以 AppServ 資料庫管理系統建置系統資料庫，並以 PHP 程式

編寫使用者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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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匯入本計畫調查未登記未列管之工廠資料 

透過GIS疊圖分析取得之新竹縣與桃園縣調查之八個市鄉鎮

須調查之工廠範圍，以樹狀結構格式匯入系統資料庫。 

 

3.整合建置本計畫示範地區工廠管理資料庫 

將前台系統與資料庫結合，提供查詢、管理方式取得工廠詳

細資料。 

建置流程如下： 

 

竹北非都.shp

一般農業區
河川區
特定農業區
都市計畫區
森林區
鄉村區

U060_reg ion .shp

人行步道
工業區
公園
天然氣設施專用區
加油站
市場
交通用地
自來水用地
住宅區
車站用地
兒童遊戲場
宗教用地
河道用地
高速公路用地
高鐵用地
高鐵車站用地
停車場
商業區
產業專用區
園林道路
農業區
電力用地
電信用地
墓地
綠帶(地)

廣場
學校
機關用地
環保設施
灌溉用地
鐵路用地
變電所
體育場

N

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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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轉換 Google Map GIS軟體 工廠管理資訊系統

次級資料

完整資料

原始資料

利用地理小工具資料正規化

將經緯度資訊

加入圖層分析資訊

將工廠完整資料

工廠管理資料庫

建製系統資料庫

並加以人工校閱 轉換經緯度資訊

轉換為TM2-67座標

建立完整資料庫模式

轉換為樹狀結構

與管理介面

建置系統資料庫

與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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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庫之管理維護與應用 

1.工廠資料庫管理建置：以樹狀結構格式建置系統資料庫，方便

資料庫之增加欄位與查詢功能。 

2.資料庫之應用層面： 

（1）空間區位辨識：在工廠

管理資訊系統上可透

過查詢、管理方式取得

工廠詳細資料。 

（2）工廠使用現況：提供建

物面積、產業類別、土

地使用分區、使用現況

（是否閒置）等完整資

訊。 

（3）與其他空間資訊的整合：可連結 Google Map API，以線上

地圖方式呈現所在位置地區與週邊資訊。 

 

  

Google map API 線上使用示意 

空間區位辨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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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登記工廠資料庫建置應用 

一、未登記工廠調查成果與 GIS 整合 

未登記工廠資料庫建置會同時登錄於「工廠管理資訊系統」與本

計畫所建構的空間資料庫上，且根據登記工廠資料記錄，顯示目

前部分工廠有一廠多址和一址多廠之現象，其中一廠多址顯示該

工廠具有多個廠房，這是因為由於政府係以一廠一卷方式，記錄

工廠相關資料，並未特別將不同廠址之廠房區分記錄，加上為數

眾多之未登記工廠，致使無法有效掌控境內所有工廠數量及分布，

因此，縣政府有必要針對現有工廠管理資料庫系統的工廠登記方

式進行標準作業程序的管控，讓所有資訊用同一種基準呈現以取

得正確的資訊，以利之後溝通與分析使用。 

故本計畫將在 GIS 工具不同屬性的工廠以不同顏色與圖形大小

對不同屬性的工廠進行描點，管理決策人員可以透過顏色與圖形

大小、範圍與重疊面積等視覺化資訊進行決策規劃。 

二、未登記工廠資料庫建置應用說明 

在前面未登記工廠調查成果分析，共提出 5 項調查成果，我們可

應用這些成果資料在GIS工具上直接用目視看出各項的群聚性、

使用分區區位、使用規模，最重要的是其間的相關性，管理人員

經由可視化取得，可有效支援管理決策人員提出質性的規劃方

案。 

另可直接應用於分析經濟部工業局提出之「未登記工廠整體輔導

管理方案」所提出之依未登記工廠成因（地用、地權類型）及地

主或業者接受輔導意願等條件分成多種型類，透過系統建立其群

聚性、使用分區區位、使用規模，與其間的相關性，方便找出有

用的解決策略。以下為本計畫資料庫建置功能應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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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廠資料清單： 

包含已列管與未列管未登記工廠基本資訊清單與查詢功能，可由

下方選單切換分頁並顯示目前資料庫資料筆數與檢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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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廠詳細資料： 

列出工廠詳細資料與管理功能，另包含門口、廠房、臨路、招牌

照片，使用 Google Map API 標示出座標與地圖位置，並可由地

圖右上切換簡圖、衛星圖、道路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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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廠分布圖： 

提供篩選未列管、已列管、所有資料、工廠位置分布、群聚分佈

與縣市地區以 SQL 語法讀入資料庫，配合 Google Map API 標示

於地圖提供 1：5km 至 1：100m 的比例縮放、面積/密度圖表與

地圖模式切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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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庫建置及調查成果分析 

一、資料庫建置成果說明 

為使資料庫建置能符合使用方便及工商輔導業務服務需

求，本計畫以 google map 為基礎，輔以 API 應用介面，

以下拉式選單方式設計系統，同時提供工廠基本資料，

不同空間尺度工廠分布情形及系統管理編修及擴充功能，

以下茲將各項系統建置成果分述如下： 

（一）工廠基本資料 

1.已列管工廠資料 

針對桃園縣政府與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已列管未登記工廠資

料，於本計畫範圍內新竹共計 71 家，桃園共計 1220 家。 

 

  圖 5-3-1 已列管工廠資料建置-以大溪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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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列管工廠資料 

本計畫截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於新竹縣已調查完成為 1214

家(確認為工廠使用並已完成資料庫建置 753 筆)；桃園縣已

完成調查 2280 家(確認為工廠使用並已完成資料庫建置共

921 筆)，但部分未登記工業使用現地為戶政門牌系統未列管

地點，且現有資料庫圖資包含 TW97、TW67、WGS84 及經

緯度等四套系統。 

 

 

  

圖 5-3-2 未列管工廠資料建置-以中壢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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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廠分布圖 

1.可由使用者設定已列管或未列管之篩選條件 

 

圖 5-3-3 未列管工廠資料建置-以竹東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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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由使用者依條件設定廠商分布情形依產業創新條例及工廠輔

導法第 33 條特定地區劃定處理原則，特定區劃設範圍，其工

廠面積規模應達 2 公頃以上，且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場地面積

占劃定範圍面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故本計畫依此條件設定產

業群聚標準係以工業使用面積為設定條件，以利產業輔導及專

區劃設等作業規劃。 

 

 

 

圖 5-3-4未登記工廠群聚結果-以五公頃群聚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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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管理 

使用管理者可及時增刪工廠各項異動資料，提供及時資訊更新

之效益，以利工廠管理及輔導業務之推展。 

 

圖 5-3-5未登記工廠群聚結果-以十公頃群聚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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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登記工廠區位評估方式 

根據新竹縣政府與桃園縣政府所提供規劃範圍內已列管未登記

工廠資訊共 1519 筆，加上現況調查未登記工廠筆數共 1674 筆，

進行資料淨化處理後，篩選本案規劃範圍潛力點進行區位的評估

與篩選。 

一、前置作業階段-資料淨化與比對 

（一）已列管未登記工廠資訊 

為再次確認已列管未登記工廠資訊為未登記工廠，本案再次與

已登記工廠作工廠名稱與工廠地址的再次比對，最後確認為已

列管未登記工廠筆數共 1519 筆。 

表 5-4-1 已列管未登記工廠資訊彙整表 

規劃範圍 總工廠面積 總工廠數 

中壢市 308,578 532 

帄鎮市 182,740 444 

楊梅市 119,867 230 

大溪鎮 324,905 235 

竹北市 19,549 26 

竹東鎮 24,588 11 

新豐鄉 6,580 11 

湖口鄉 35,056 30 

總計 1,021,863 1,519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 

（二）未登記工廠資訊 

因現場調查為人力實地勘查與抄錄，無法逐一判讀是否為已列

管未登記工廠或已登記工廠，故現調未登記工廠筆數共為 167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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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現調未登記工廠資訊彙總表 

縣市 未登記工廠建置筆數 

中壢市 208 

帄鎮市 364 

楊梅市 132 

大溪鎮 217 

桃園縣小計 921 

竹北市 341 

竹東鎮 66 

新豐鄉 264 

湖口鄉 82 

新竹縣小計 753 

總計 1674 

 

二、專區潛力點區位評估原則 

（一）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根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特定區劃定處理原則 

1.劃定範圍及面積:以道路、水域或地裡邊界、或相鄰不同使用分

區為邊界劃定一定完整範圍土地，其土地面積規模應達二公頃

以上。 

2.集聚密度: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廠地面積占劃定範圍面積達百分

之二十以上。 

三、專區潛力點區位評估結果 

根據上述原則，本計畫將依不同資料型態進行群聚結果分析，共

針對未列管未登記工廠與已列管未登記工廠加上未列管未登記

工廠結果進行分析。 

(一) 劃定面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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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面積之原則，其土地面積規

模若達五公頃以上群聚結果共找出 1917 個群聚潛力數量點(表

5-4-3)。 

表 5-4-3 符合面積原則之群聚點(五公頃) 

鄉鎮市 群聚數量 未列管未登記數 已列管數 總工廠數 

中壢市 356 148 610 758 

帄鎮市 342 432 654 1086 

楊梅市 409 420 286 706 

大溪鎮 284 294 306 600 

竹北市 237 446 35 481 

竹東市 57 72 11 83 

湖口鄉 77 78 31 109 

新豐鄉 155 309 12 321 

總和 1917 2199 1945 4144 

若群具規模達兩公頃未達五公頃之群聚潛力點且其群聚規模需

達百分之 50 以上，共可找出共找出 58 個群聚潛力數量點(表

5-4-3)。 

表 5-4-4 符合面積原則之群聚點(2 公頃以上未滿 5 公頃) 

鄉鎮市 群聚數量 未列管未登記數 已列管數 總工廠數 

中壢市 23 61 2 63 

帄鎮市 6 14 1 15 

楊梅市 2 2 1 3 

大溪鎮 15 19 9 28 

竹北市 4 5 0 5 

竹東市 2 1 1 2 

湖口鄉 3 3 1 4 

新豐鄉 3 7 0 7 

總和 58 112 15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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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聚密度與土地使用分區原則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廠地面積占

劃定範圍面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及符合聚集密度原則。依條件

篩選後符合五公頃達百分之二十結果共 33 個群聚點。 

本計畫依工廠群聚分佈及廠地面積初步篩選出33個符合特定地

區劃定原則之劃定範圍與面積(五公頃以上)及集聚密度(工廠密

度占劃定地區 20%以上)，套疊土地使用分區條件後，發現群聚

潛力點 90%都位於特定農業區；另依 100.9.2 修訂之規定達 2 公

頃未滿 5公頃之土地符合集聚密度 50%以上之地區共有 58個群

聚點，在套疊期土地使用分區條件後，發現群聚潛力點 95%以

上都位於特定農業區。 

故未來建議配合地方產業需求先行辦理未登記工廠登記，以利

輔導轉型推廣或依地方產業特性爭取劃設特定專區之機會。 

(三) 專區潛力點評估與建議 

在潛力點篩選結果後，再配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特定

區劃定處理原則之專區的劃定原則，針對土地使用、交通、各

縣市重要性等評選條件，進行逐一評估與篩選後，找出桃園縣

與新竹縣適當之專區劃設區位。 

1.桃園縣 

以表 5-4-3及表 5-4-4桃園縣群聚點最高之鄉鎮市為大溪鎮與

帄鎮市，就現況之考量，大溪鎮多屬線性式發展，帄鎮市較

屬密集式的樣態，就區位劃設適宜性本計畫建議以帄鎮市為

群聚劃設之地區，群聚基本資料如下說明： 

(1)基地位置： 

經過特定地區劃定原則之劃定範圍與面積(五公頃以上)及

集聚密度(工廠密度占劃定地區 20%以上)之篩選，並考量

廠區發展現況(照片辨識)及道路連結性等條件，建議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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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區潛力點為帄鎮市中庸路三段與中庸路南勢二段

450 巷所圍成之區塊。 

 

圖 5-4-1 帄鎮市群聚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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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劃設與現況條件： 

本基地總工廠數面積為 6 家，總面積為 22,619 帄方公尺，

聚集密度為 45.24%，本基地具潛力條件廠區面積適當，若

地主同意比例達門檻，規劃公共設施及綠地條件較易達

成。 

表 5-4-5 帄鎮市群聚基本資料 

現調工廠數 

單位：家  

已列管工廠數 

單位：家 

總工廠數 

單位：家 

現調面積 

單位：帄方

公尺 

已列管面積 

單位：帄方公

尺 

群聚總面積 

單位：帄方公

尺 

5 1 6 22,544  75 22,619  

2.新竹縣 

以表 5-4-3 桃園縣群聚點最高之鄉鎮市為竹北市，就土地使

用分區條件而言，新竹縣多位於特定農業區內以下為本計畫

選定之群聚建議點： 

(1)基地位置： 

經過特定地區劃定原則之劃定範圍與面積(五公頃以上)及

集聚密度(工廠密度占劃定地區 20%以上) 之初步篩選，並

考量廠區發展現況(照片辨識)及道路連結性等條件，建議

劃設特定地區潛力點為竹北市鄰中正西路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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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 竹北市群聚基地範圍(五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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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劃設與現況條件： 

本基地總工廠數面積為 5 家，總面積為 12,352 帄方公尺，

聚集密度為 24.7%，本基地具潛力條件廠區設置集中，地

主參與意願可配合前提下，可提供完善公共設施及隔離綠

帶。 

表 5-4-6 竹北市群聚基本資料 

現調工廠數 

單位：家  

已列管工廠數 

單位：家 

總工廠數 

單位：家 

現調面積 

單位：帄方

公尺 

已列管面積 

單位：帄方公

尺 

群聚總面積 

單位：帄方公

尺 

4 1 5 9,652  2,700  12,352  

(三)輔導劃設專區可能面臨之課題 

課題一、土地使用分區條件應確認 

說明：本基地條件位於特定農業區，未來若要進行劃設專

區應確認是否為農地重劃區，以利後續劃設執行。

目前依新版修正劃定專區之條件而言，可在辦理劃

設專區前先行辦理變更一般農業區，故未來選定地

區為特定農業區亦需將其變更期程與可能性做全

面性的評估與規劃。 

課題二、重新檢視本基地產業特性 

說明：本計畫已協助建置完成工廠管理空間資訊系統，並

提供各項欄位查詢及應用功能，本計畫因人力與時

間經費之限制，未能全面進行產業類別個案調查，

未來若要執行專區劃設，宜重新檢視本基地之個案

產業特性，或可考量竹北市與帄鎮市產業發展群聚

特性，整合政策能量與產業發展動能，以利縣市產

業升級與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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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兩公頃以上五公頃以下產業特性不顯著 

說明：本計畫依照現有修訂辦法找出符合五公頃以上達

20%群聚之資訊及 2 公頃以上未達 5 公頃且符合

50%群聚之潛力點，但因人力及掌握之未登記工廠

相關資訊限制，故在 2 公頃以上未達 5 公頃之群聚

分析上較無較合宜之地區，建議未來再劃設專區時

此條件可做為輔導已申辦臨時工廠登記且為鄰近

地區之業者建議可自行提出劃設專區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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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與機制 

第一節 輔導未登記工廠策略與機制 

未登記工廠之輔導，首要面臨的課題為輔導意願的強弱，若業者有

意願積極爭取合法，政府應適時給予輔導協助，若業者無意願取得

合法工廠資格，則頇依法進行取締。再者未登記工廠業者實際生產

基地並非全為自有土地，若是以承租方式進行生產，在進行未登記

工廠輔導時，地主的意願也往往是輔導機制能否順利推動的重要關

鍵。故輔導策略的設計上應考慮地主、業主的配合意願，並加入土

地使用管制規範之適法性，方可使輔導策略推動與產業用地行政管

理有效接軌。 

故依「未登記工廠整體輔導管理方案」，輔導策略頇考量土地使用

管制、工廠業者意願及地主協助申辦意願等三大因素進行設計，以

下依各種因素之差異性進行策略、配套措施及主管機關等規劃，進

行相關說明如下： 

一、符合土地使用管制部份： 

（一）地權統一（地主＝工廠業者） 

1.工廠業主與地主意願：高 

（1）輔導策略：積極協助輔導合法。 

作為： 

A.符合工廠登記規定者，輔導業者限期辦理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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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逾期未辦理者，依法加強查罰。 

（2）配套措施：研議強化並提升工廠登記之功能，提高業者改

善設廠環境，取得之誘因，如優惠免稅或投資抵減應檢具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3）配套措施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2.工廠業主與地主意願：低 

（1）輔導策略：積極管理協助轉型。 

作為： 

A.依現行法規加重違規取締查罰。 

B.增加土地持有成本及相關限制。 

（2）配套措施： 

A.依現行土地管制、建築管理、環保法令規定，加重查罰(如

連續處罰、停止供水供電等)。 

B.研擬提高違規農地之地價稅課稅基準(公告地價)之可行

性。 

C.研議限制接水、接電或提高水電費之可行性。 

D.研議限制或剝奪違規農地既有權利之可行措施。(如限制

農地一定期間不得移轉、出售、貸款及享有相關優惠措

施等)。 

 （3）配套措施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內政部地政司、經濟部

工業局、經濟部國營會、行政院農委會 

（二）地權與使用權不同（地主≠工廠業者） 

1.工廠業主意願：低，地主意願：高 

（1）輔導策略：輔導遷廠並加強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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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A.輔導工廠業者遷廠至鄰近工業區或可設廠用地。 

B.農政、地政及都計等土地管制單位加強違規取締。 

（2）配套措施： 

A.配合「006688」、「789 優惠出售方案」及「工業區土地市

價化優惠方案」等既有工業區優惠措施，引導未登記工

廠業者遷入鄰近工業區。 

B.蒐集彙整可供設廠資料，提供廠商遷廠資訊。 

C.業者經輔導遷廠，適用「台電公司營業規則」第 76 條規

定，得持縣政府出具之輔導遷廠證明，向台電公司申請

免收電力擴補助費。  

D.因應轄區產業發展趨勢及視業者遷廠實際需求，規劃開

發小型工業區，以供業者設廠使用。 

E.加強農地稽查及取締管理政策，防範未登記工廠於農地

違規使用或流竄。  

（3）配套措施主管機關：縣市政府、行政院農委會、內政部地

政司、營建署 

2.工廠業主意願：高，地主意願：低 

（1）對工廠業主輔導策略：積極協助輔導合法。 

對地主輔導策略：積極管理協助轉型。 

對工廠業主作為： 

A.符合工廠登記規定者，輔導業者限期辦理工廠登記 

B.逾期未辦理者，依法加強查罰。 

對地主策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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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依現行法規加重違規取締查罰。 

B.增加土地持有成本及相關限制。 

（2）配套措施： 

對工廠部份：研議強化並提升工廠登記之功能，提高業者

改善設廠環境，取得之誘因，如優惠免稅或投資抵減應檢

具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對地主部份： 

A.依現行土地管制、建築管理、環保法令規定，加重查罰(如

連續處罰、停止供水供電等)。 

B.研擬提高違規農地之地價稅課稅基準(公告地價)之可行

性。 

C.研議限制接水、接電或提高水電費之可行性。 

D.研議限制或剝奪違規農地既有權利之可行措施。(如限制

農地一定期間不得移轉、出售、貸款及享有相關優惠措

施等)。 

（3）對工廠業主作為配套措施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對地主作為配套措施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內政部地政司、

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營會、行政院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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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部份 

1.工廠業主或地主意願：高 

（1）輔導策略： 

符合群聚條件者，整體規劃分區變更 

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具相容性者，個別申請

容許使用或變更編定。 

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不相容者，輔導遷廠並

加強取締 

符合群聚條件策略作為：  

A.由縣政府主動規劃，循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程序檢討變

更為特定專用區或工業區（產業專區性質）；個別工廠再

由縣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使用地變更編

定。 

B.輔導業者循分區變更方式申請土地變更為都市計畫或區

域計畫工業區。 

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具相容性者策略作

為： 

A.從事國產農產品製造、加工使用者，檢討放寬都市計畫

農業區之容許使用及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之

容許使用或變更編定規定。 

B.具永續經營產業特性，且為低污染事業並無排放重金屬

廢水者，檢討放寬使用地變更編定。 

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不相容者策略作為： 

A.輔導業者遷廠至鄰近工業區或可設廠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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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農政、地政及都計等土地管制單位加強違規取締。 

（2）配套措施： 

對符合群聚條件部份 

A.縣市政府主動調查轄內具指標性群聚產業，整體規劃檢

討變更分區（劃設產業專區）。 

B.檢討降低產業專區劃設門檻。 

C.檢討降低劃設產業專區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及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規模門檻。 

D.研議增訂劃設產業專區之分區變更適當回饋比例、捐地

面積及隔離綠帶，以代金方式辦理等相關替代回饋可行

性措施。 

E.請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產業專區之分區變更規劃

及開發經費。 

對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具相容性部份 

如輔導範圍及對象是否涵蓋零星分佈之低污染等一定條

件未登記工廠，由各部會綜合討論，方能有具體輔導策

略。 

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不相容者部份 

A.配合「006688」、「789 優惠出售方案」及「工業區土地市

價化優惠方案」等既有工業區優惠措施，引導未登記工

廠業者遷入鄰近工業區。 

B.蒐集彙整可供設廠資料，提供廠商遷廠資訊。 

C.業者經輔導遷廠，適用「台電公司營業規則」第 76 條規

定，得持縣政府出具之輔導遷廠證明，向台電公司申請

免收電力擴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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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因應轄區產業發展趨勢及視業者遷廠實際需求，規劃開

發小型工業區，以供業者設廠使用。 

E.加強農地稽查及取締管理政策，防範未登記工廠於農地

違規使用或流竄。 

（3）配套措施主管機關：  

對符合群聚條件部份配套措施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經建會 

對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具相容性部份配套

措施主管機關：行政院經建會 

屬零星分布但工廠使用與土地性質不相容者部份配套措

施主管機關：縣市政府、行政院農委會、內政部地政司、

營建署 

2.工廠業主或地主意願：低 

（1）輔導策略：積極管理協助轉型。 

作為： 

A.依現行法規加重違規取締查罰。 

B.增加土地持有成本及相關限制。 

（2）配套措施： 

A.依現行土地管制、建築管理、環保法令規定，加重查罰(如

連續處罰、停止供水供電等)。 

B.研擬提高違規農地之地價稅課稅基準(公告地價)之可行

性。 

C.研議限制接水、接電或提高水電費之可行性。 



新竹縣政府 

 

萬能科技大學 

6-8 

D.研議限制或剝奪違規農地既有權利之可行措施。(如限制

農地一定期間不得移轉、出售、貸款及享有相關優惠措

施等)。 

（3）配套措施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內政部地政司、經濟部工

業局、經濟部國營會、行政院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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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登記工廠輔導專區劃設機制 

一、未登記工廠輔導專區劃設條件 

為解決未登記工廠長久既存之問題，於 99 年 6 月 2 日公布施行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為使各縣市政府輔導未登記工廠專區

劃設，有法源依據經濟部召開多次專案會議，並於 100.9.2 修正

特定地區劃定處理原則，以下針對專區劃設各項規定進行說

明。 

（一）劃定面積及範圍 

面積規模應達二公頃以上一定完整土地範圍，原則上運用既有

道路、水域、其他地理邊界或相鄰不同使用分區劃定邊界。 

（二）產業類型 

配合中央政府政策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先輔導合法之

必要。 

（三）集聚密度 

面積規模達五公頃以上者，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之廠地面積佔

劃定範圍面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面積規模未達五公頃以上者，

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地面積至少需達一公頃以上。 

（四）區位 

劃定範圍不得位於經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令劃定禁止或限制開

發之地區。且如有位屬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者，區內廠地辦

理特定區劃定前需完成分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五）土地使用意願調查 

經劃定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所有權面積合計過

半數之同意。但所有全面積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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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之限制。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案建議劃定特定地

區者，不受前開規定限制。 

（六）提出規劃建議時間 

提出規劃建議時間，規劃建議面積在五公頃以上者，應於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一日前提出；規劃建議面積未達五公頃者，

應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十五日前提出。 

表 6-2-1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法令修正比較表 

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工廠

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三項特定地區範圍之公告，訂定特定地

區劃定處理原則。 

本處理原則訂定依據。 

二、特定地區之劃定，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劃定面積及範圍：面積規模應達二

公頃以上一定完整土地範圍，原則上運用

既有道路、水域、其他地理邊界或相鄰不

同使用分區劃定邊界。 

（二）產業類型：配合中央政府政策或地

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先輔導合法之必

要。 

（三）集聚密度：面積規模達五公頃以上

者，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之廠地面積占劃

定範圍面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面積規模

未達五公頃者，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之廠

地面積至少需達一公頃以上。 

（四）區位：劃定範圍不得位於經相關主

管機關依法令劃定禁止或限制開發之地

區，且如有位屬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者，區內廠地辦理用地變更前需完成分區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五）土地使用意願調查：經劃定範圍內

之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所有權面積合

計過半數之同意。但所有權面積合計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數不受前開過半數之限

一、因應地方政府及業 者實務作業需求，

及擴大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量體考

量，參酌現行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最小面積

限制（特定專用區二公頃），將特定地區

劃設面積門檻由原定五公頃下修為二公

頃。 

二、對於提案面積達五 公頃以上者，維持

原集聚密度百分之二十之規定；另配合劃

設面積門檻下修二公頃，對提案面積未達

五公頃者，於特定地區範圍內工廠使用廠

地面積應達一公頃以上，以達原規定集聚

密度之工廠使用廠地最小面積之要求。 

三、基於輔導立場，公告劃定特定地區階

段尚未涉及用地變更，故不宜限制是否位

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俟特定地區區內土地辦理用地變更程

序時，再依規定審查，爰刪除現行「特定

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之規

定。另對於劃定特定地區範圍內，如有位

屬特定農業區土地情形者，區內廠地辦理

用地變更前需完成分區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以避免區內業者後續申辦土地變更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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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制；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案建議

劃定特定地區者，不受前開規定限制。 

生誤解困擾。 

四、基於公告劃定特定地區時程緊迫，且

此階段未涉及用地變更，僅為業者張開有

限期間保護傘性質，對於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案建議劃定特定地區者，未來於土

地開發階段將循序完備土地使用同意程

序，爰刪除現行「土地使用意願調查」條

件，以利實務執行推動，惟由未登記工廠

業者提案建議者，仍宜維持現行規定。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其行政轄

區內符合前點規定之地區，向本部提出規

劃建議，劃定為特定地區範圍。  

未登記工廠業者得就符合前點規定之地

區，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本部

提出規劃建議。如逕向本部建議者，本部

受理提議後，應轉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供意見。 

訂定特定地區提案程序，其可分為由地方

政府主動規劃提報或由未登記工廠主動規

劃建議二種。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未登記工廠

業者提出規劃建議時，應檢附下列書圖文

件（其格式如附件二）： 

（一）提案書。 

（二）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清冊。 

（三）區內面積、集聚密度與區位現況調

查分析。 

（四）區內產業類型分析。 

（五）初步土地規劃使用及公共設施配置

說明(附標示比例尺之土地使用規劃圖)。

（六）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 

（七）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令劃定禁止或限

制開發之土地查詢表。 

（八）基地範圍圖(套繪林務局農林航測所

測繪之比例尺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區相片基

本圖)。 

前項提出規劃建議時間，規劃建議面積在

五公頃以上者，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三月一日前提出；規劃建議面積未達五公

依據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推動小組第七次

會議討論事項第三案決議：特定地區劃設

面積未滿五公頃者，同意授權工作小組審

定逕行辦理公告，並提推動小組報告。配

合前開審定作業流程簡化，將提報建議劃

定特定地區面積未達五公頃者之預留審查

時間縮短為一個半月，修正延長此類案件

提案時間至一百零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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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頃者，應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十五日前提出。 

五、本部受理特定地區提案並進行初審

後，送經本部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工作小

組審查後，提請本部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

推動小組審議通過者，由本部依法公告為

特定地區。 

一、訂定特定地區提案審查程序。  

二、為簡化審查程序並兼顧其周延性，本

部受理提案進行初審後，送經本部敦聘中

央相關部會及新北市、桃園縣、臺中市、

彰化縣、臺南市、高雄市等六大工商縣市

代表成立之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工作小組

及推動小組，進行審議通過者，由本部依

法辦理公告事宜。 

六、經公告為特定地區範圍內之未登記工

廠，於輔導期間屆滿前（至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六月二日），不適用本法第三十條

第一款、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

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

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說明特定地區公告後，依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相關免罰之法律效果。 

七、特定地區經公告後，範圍內土地之全

部或一部得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

產業創新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分區

或使用地變更作業。 

一、特定地區範圍內土地變更規定。  

二、特定地區屬功能性分區性質，該範圍

之劃定及公告，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

營之配套措施之一，經公告為特定地區範

圍內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得依現行土地法

令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

更，以達輔導目的，並利其永續發展。  

三、有關依區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指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申

請辦理分區變更、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四章使用地變更編定，或俟內政部依

「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研議完成「申請開發案

件同時涉及需辦理變更區域計畫及變更使

用分區之相關作業機制」後，依相關規定

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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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輔導機制模擬範例 

一、臨時工廠登記範例模擬 

（一）如何開始申請臨時工廠登記 

1.自行申辦 

可 自 行 上 網 至 輔 導 未 登 記 工 廠 合 法 經 營 資 訊 網

(http://www.ifactory.org.tw/)參閱申請資格與需檢附之文件，

可先行自行評估是否符合其申辦資格。另亦可以電話諮詢

或至桃園縣政府工商登記科與新竹縣政府工商發展科詢問

相關申辦資訊。 

2.委託辦理 

可至各地區之公會(地政士公會、記帳士公會…)委託辦理臨

時工廠登記。 

 可能遭遇問題： 

I. 自行申辦前應先清楚了解行業所屬類別是否符合低污染

資格認定標準，方可申辦臨時工廠登記。 

II. 現行委託辦理知單位甚多，應在委託辦理前了解其可協

助辦理之程度與價格，以免雙方認知差異不一。 

（二）第一階段申請-準備相關書圖文件 

1.臨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可能遭遇問題： 

I. 應注意廠地面積(指工廠土地之使用面積)、廠房面積(只

生產廠房之使用面積)、建築物面積(在廠地內之建築物

之面積)三者之差異 

II. 產業類別應參照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填寫 

http://www.ifacto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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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工廠用水量包含民生用水與工業用水 

IV. 廠址需與相關證明文件地址相符合 

2.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1）建物證明(八選一) 

 建築使用執照 

 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稅捐證明 

 建物登記證明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接(用)水或接(用)電證明 

 戶口遷入證明 

 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或航照圖 

（2）從事製造、加工證明(四選一) 

 向稅捐單位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損益及

稅額計算表)，且其申報營業地址與廠址相符。 

 載明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需

量電力或表燈營業用之電費單據，且其地址應與廠址

相符。 

 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金、授權金及技術支援、顧問、

生產用機器、設備及其他相關費用證明，且其地址應

與廠址相符。 

 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且其登記地址應與廠址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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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遭遇問題： 

I. 地址頇與廠址相符 

II. 證明文件需在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 

3.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4.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5.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

所證明文件。 

6.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有使用執照者，

併附使用執照清冊。 

 可能遭遇問題： 

I. 需注意建築物、廠地及廠區面積與土地使用清冊面積是

否相符合。 

7.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

一千二百分之一。但能以電子處理方式取得者，免予檢附；如

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8.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及土地使

用計畫配置圖（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 

9.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得與項號六之

建築物配置帄面簡圖合併繪製。 

10 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

如建築物或廠地屬國有者，檢附申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各

分支機構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 

（三）檢送相關書圖至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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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好相關書圖表建後，可以電話詢問或至承辦單位諮

詢是否符合其申辦資格，並且書圖文件需準備六份，每份

文件需印製大小章、與正本相符章，送至承辦單為後即完

成申請。 

（四）修正或補正 

承辦單位在收到業者申請文件後，會至各局處審查相關書

圖文件是否符合申辦資格，若有疑義時，得命申辦人限期

補正或說明。若無頇補正且符合申辦條件，承辦單位將函

覆業者完成第一階段申請。 

（五）第二階段申請-實質審查工廠登記等相關事宜 

第二階段應檢附書面包含： 

1. 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

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水污染防治、空氣汙染防治、

廢棄物清理之類別，分別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各

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2. 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

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3. 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4. 廢汙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5. 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需檢

附核定證明文件。 

6. 已達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

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7. 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應檢附

符合標準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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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

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可能遭遇問題： 

I. 第二階段涉及消防、污染、水土保持、合法水源…等各

領域之專業鑑定與證明，建議業者在申請前可諮詢各領

域之專家或轉介至輔導團諮詢相關作業之程序。 

二、特定區劃定範例模擬 

預定特定區劃定由縣府自行建議劃設特定地區，應依循經濟部

頒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符合其原則辦理，爰此，本計

畫模擬在劃定特定地區其相關辦理流程： 

（一）盤點未登記工廠相關資訊 

本計畫範圍僅針對桃園縣與新竹縣共八個鄉鎮市作為本次計畫

範圍，後續建議宜重新盤點桃園縣與新竹縣未登記工廠之相關

資訊，以利掌握更詳實之未登記工廠資訊，並了解各地區產業

之發展現況。 

（二）建置未登記工廠管理資訊系統 

在盤點完全縣之未登記工廠相關資訊，應增列或編修現有未登

記工廠管理資訊系統，詳實其相關資訊內容，並透過管理資訊

系統之建立，掌握未登記工廠確實位置與產業分布狀況，以利

後續之分析。 

（三）分析未登記工廠產業分布情形 

透過系統了解每個鄉鎮市之未登記工廠業者之產業分布情形，

並配合現有之產業發展政策，透過兩者之分析，瞭解本縣可發

展之產業趨勢與虛扶植之產業。 

（四）尋找符合劃定原則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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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0.9.2 頒布之規定劃定專區需符合劃定面積及範圍(面積

規模應達二公頃以上一定完整土地範圍，原則上運用既有道路、

水域、其他地理邊界或相鄰不同使用分區劃定邊界。)、產業類

型(配合中央政府政策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先輔導合法

之必要。)、集聚密度(面積規模達五公頃以上者，劃定範圍內工

廠使用之廠地面積佔劃定範圍面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面積規

模未達五公頃以上者，劃定範圍內工廠使用地面積至少需達一

公頃以上。)、區位(劃定範圍不得位於經相關主管機關依法令劃

定禁止或限制開發之地區。且如有位屬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者，區內廠地辦理特定區劃定前需完成分區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 

（五）擬定相關書圖表件 

依據以上分析結果擬定提案書、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清冊、現況

調查分析結果、產業類型分析及計畫範圍圖，並提供經濟部初

審。 

 

圖 6-3-1 劃設專區模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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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特定地區之劃設以整體規劃為原則，避免土地零星使用，且要

求特定地區劃定範圍應達一定土地規模並具完整性，經參考產

業創新條例第三十三條產業園區之最低面積為五公頃，作為特

定地區最低劃設門檻規模。訂定特定地區集聚密度之最低標準，

且明定不得位於辦竣農地重劃之特定農業區或依其他法令禁止

或限制開發之地區。特定地區之劃定雖涉及當地產業發展及土

地所有權人之意願，但此階段未涉及用地變更，對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比率，無需訂定過高，以利實務執行推動。特定地區屬

功能性分區性質，該範圍之劃定及公告，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

法經營之配套措施之一，經公告為特定地區範圍內土地之全部

或一部，得依現行土地法令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

變更，以達輔導目的，並利其永續發展。 有關依區域計畫法等

相關規定，指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辦

理分區變更、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章使用地變更編定，

或俟內政部依「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研議完成「申請開發案件同時涉及需辦理變更區域

計畫及變更使用分區之相關作業機制」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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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申請執行課題 

課題一、個案申請臨時工廠登記步驟的關鍵執行困

境—書面審查作業仍繁複 

說明： 

申辦臨時工廠登記共頇 11 項申請文件，申辦機關包含地政、建

管、水利、農業、都計等各單位，對於中小型企業或生產單位，

該項行政作業內容與申請機制仍屬繁複，然考量公共安全之需

求下，建議在申辦機制上可進行以下作為，以利申請與審查制

度的縮短 

策略： 

(一)輔導業者進行申辦登記臨時工廠登記，除可利用各縣市政府為申

辦收件窗口外，各縣市政府因人力有限，可積極轉介個案至輔導

團，提供各項書表文件申辦及解說諮詢。 

(二)申辦臨時工廠登記，個案審查內容均有差異，承辦人員若無法即

時判斷或提供修正建議，往往造成申辦時程延長，故建議由中央

主管機關彙整各申辦案例之書圖文件，提供縣市政府承辦人員線

上即時查詢，以利申辦程序及應備文件格式內容有所依循，更可

增加申辦時程的縮短。 

(三)中央已委辦協助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輔導機制，並要求輔導機制頇

籌組跨領域專家學者輔導團，提供申辦業者各項諮詢作業，可透

過縣市政府網站及各公會、工會資訊提供申辦業者，以利各項申

辦作業得以順利取得有效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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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模擬輔導劃設專區申請步驟的關鍵執行困

境—實質審查 

說明： 

業者申請臨時工廠登記第二階段即面臨實質審查作業，期作業

期程與行政程序較為冗長及繁複。另業者若期能申請專區劃設

之相關之實質審查作業其條件更為嚴峻。故如何有效幫助業者

在進行第二階段審查亦或申辦專區劃設時，其行政程序能更加

完備，成為未來可增加業者申辦臨時工廠及劃設專區意願之關

鍵因素。 

策略： 

建議由以下各面向改善現有審議作業機制，以利提升實質審查

效能： 

(一)配合輔導團之資源，輔導第二階段申請相關作業事宜。 

申請臨時工廠登記第二階段實質審查作業，頇配合環保、消防、

水利等各單位進行廠區實質環境的修繕與增加設備等作為，且

投資經費往往較高，在此階段宜可轉介輔導團進行評估，提供

申辦臨時工廠登記與專區劃設可行性初步建議與時程，以利申

辦業者辦理之決心與資金投入。 

(二)申辦劃設專區時程與程序繁複，建議成立審議小組專案管理 

申辦劃設專區時程與程序繁複，縣市政府各單位承辦人員有職

位異動或調整，往往造成審議或實質審查程序中斷或無法統一，

建議中央及地方政府宜考量輔導政策之延續性，配合民國 106

年之申辦期限，籌設至少任期三年之專區劃設專家學者審議小

組，提供專區劃設實質審查較客觀且齊一之審查標準，以利實

質審查作業執行及申辦績效之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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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跨領域專家輔導團，提供各項諮詢服務 

中央已委辦協助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輔導機制，並要求輔導機制

頇籌組跨領域專家學者輔導團，提供申辦業者各項諮詢作業，

可透過縣市政府網站及各公會、工會資訊提供申辦業者，以利

各項申辦作業得以順利取得有效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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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輔導或轉型宜因地制宜，建立循序漸進之機制。 

未登記工廠輔導或轉型，宜因地制宜考量地區產業發展環境群

聚效應與土地使用規範等因素，建立循序漸進之輔導機制與作

為。 

二、建立工廠資訊系統，建置完整資料管理體系。 

工廠之管理與產業發展關係密不可分，新竹縣既有之竹科及各

工業區與桃園縣大桃科和 22 處工業區之產業發展資料雖已建

置初步資料系統，但並未與空間資訊整合，本計畫已透過策略

地區工廠普查機制整合空間資訊，建置完整之資料庫，以利產

業群聚之判斷及產業發展趨勢之掌握。 

三、工廠輔導應及時掌握產業群聚分析與串連。 

北臺產業群聚初步成果分析顯示，製造業之發展重點集中於電

腦及其周邊設備製造業、半導體製造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針織成衣業、電池製造業，未登記工廠輔導及轉型策略宜考量

前述產業整合或串連。 

法令與政策建議宜由上而下之管理，而產業輔導機制作為宜透

過由下而上，垂直與水帄建立整合協調溝通帄台，達到更高效

率產業輔導政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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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有效誘因，提供廠商具體輔導動力 

（一）避免裁罰與檢舉，即日起免依工輔法第 30 條科罰，並排除土

地及建管法令限制，愈早完成補辦，不擔心被檢舉，安心經營。 

（二）補登工廠輔導期間，適用申請外勞及經濟部相關輔導優惠措施。 

六、應簡化申辦行政流程 

土地管理單位與變更審議程序繁複，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作業程序之簡化及檢討，涉及內政部（營建署、地

政司）及行政院農委會等主管機關業務權責，宜依會商有關機

關擬定相關輔導措施時，協調相關部會合理檢討土地管制法

規。內政部已將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面積未達 30 公頃

者，其開發許可核定權限下授由縣（市）政府辦理，以達簡政

便民目的。 

七、政府積極推動輔導機制。 

積極推動輔導機制，共創產業及政府雙贏契機，在各機關協調

整合努力下，經濟部 100 年 6 月 16 日公布新修正「未登記工廠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將原認定 97 年 3 月 14 日前，既有未

登記工廠的「非屬低污染事業範圍」，由原 50 項縮小為 36 項；

另特增列第 37 項「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核增列者」。 改列為

低污染的行業，包括輪胎製造業、帄板玻璃、強化玻璃、玻璃

纖維製造業、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預拌混凝土製造業，及水

泥製品製造業等 14 個行業。 

八、建立良好溝通帄台 

連結各項輔導資源，提供業者即時資訊與輔導協助，建立良好

溝通帄台，以利本計畫各項輔導工作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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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後續研究 

掌握工廠管理資訊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本計畫藉由實地調

查、系統規劃設計等方式協助新竹縣與桃園縣政府建置工廠管

理空間資訊系統，除可提供工廠位置空間判讀與管理外，更可

進一步進行產業群聚之政策規劃評估，未來兩縣市政府可以此

系統為基礎，逐年配合工廠勘查或委外辦理產業調查計畫，使

工廠管理空間資訊系統得以整合各項管理資訊（如生產內容、

廠區現況、員工數、用水用電量、已列管、未列管、已登記….

等），保持即時產業發展動態資訊，提供產業發展管理（各項產

業輔導、管制及投資評估…..等）重要依據。 

二、辦理機制及查核技巧 

建議可依國外稽查單位增加對案例討論的模擬，如此不但可以

分享稽查經驗，更可透過討論達到稽查標準之一致性。而模擬

演練對於新進稽查員迅速累積實務稽查經驗也非常重要，畢竟

在日常的稽查工作中，往往因時間吃緊，資深的稽查員不一定

有時間可以詳細指導新進稽查員，因此新進稽查員一般只能透

過法規閱讀、教育訓練(含錄影帶)及見習過程從旁摸索，因此進

步有限，這對建立優質的稽查人力而言為一大隱憂。模擬演練

可以讓稽查員在沒有實際稽查壓力的情境下，進行稽查練習，

從中亦可學習不同稽查員之稽查技巧。因此，建議可增加稽查

員訓練案例討論與模擬演練的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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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鄉鎮市做法建議 

1. 運用記帳士公會、會計師公會或各產業工會相關資源，定期

以書面或網站資訊有效宣達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與特定區劃設

相關訊息。 

2. 輔導團配合各階段申辦臨時工廠登記輔導，主動至各市鄉鎮

辦理地區說明會，有效掌握各地區廠商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

意願與困難。 

3. 成立專家學者輔導團，提供欲申辦業者第二階段實質審查辦

理現地勘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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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第 1 次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99年 09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二、地點：本府建設處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林處長賢聲（陳副處長偉志代理）        記錄：李源智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萬能科技大學簡報：詳簡報資料 

七、會議摘要： 

1.本案已開始進行未登記工廠調查工作，調查資料請配合經濟部

訂頒作業辦法及工廠登記資訊系統相關欄位辦理，俾增加調查

資料之完整性及實用性，本府及桃園縣政府承辦單位亦請積極

協助提供必要之支援。 

2.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部分，依萬能科技大學提出之建議，請

本府及桃園縣政府承辦單位提供已知有意願之廠商先行輔導，

可達到示範作用及提高輔導成效。 

3. 本案工作會議可依實際需要召開，且為因應經濟部於 10月下

旬於本縣舉辦未登記工廠輔導說明會及提高未登記工廠業者參

加意願並達成說明會具體成效，原則上於該次說明會召開前再

舉辦一次工作會議，屆時請萬能科技大學將初步調查結果進行

報告。 

4.請萬能科技大學針對實際至現場調查之人員進行勤前教育，請

務必注意自身安全，另由本府發文說明本次委託調查內容，如

有未登記工廠業者質疑調查人員身分，請出示相關證件及該公

文並委婉說明，或撥本府及桃園縣政府電話進行確認，俾使調

查工作順利進行。 

八、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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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第 2 次工作會議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說明 

1.本案目前調查進度新竹縣部分完成

19.33%，桃園縣部分完成 24.21%，預計 100

年 1月期中報告前可完成全部調查工作，調

查資料應儘速歸類判讀，以作為爾後未登記

工廠輔導及劃設特定地區之參考。 

1.敬悉，已加派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工作，並於

調查後歸類判讀。 

2.針對於實際調查時較難判斷工廠之產業

類別及是否為工廠使用部分，請參照經濟部

有關工廠之定義及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製造業之細目，並可上網查詢公司登記及商

業登記相關資料作為判斷。 

2.敬悉，工廠的產業類

別判讀已參照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第八次及

第七次修訂版。 

3.已列管未登記工廠部份，因工廠稽查資料

年代久遠且住址資料有諸多謬誤情形，請再

逐一清查更正後作為後續稽查及輔導依據。 

3.敬悉，本計畫將重新

調查現有工廠使用情況

進行更正 

4.經濟部「未登記工廠補辦登記說明會」新

竹縣部分預定 99年 10月 26日上午於新竹

縣工業會舉辦，桃園縣部分預定 99年 11月

3日及 11日上午於桃園縣政府舉辦，本案預

定辦理之座談會可參考辦理，邀請之業者應

避免重覆，以達輔導效果。 

4.遵照辦理。將參考兩

場新竹縣工業會舉般是

說明會形式辦理本案之

說明會 

 

5.本案請萬能科技大學於期中報告時，依據

產業群聚特性及在地特色產業分布情形，研

擬劃設未登記工廠特定地區範圍之建議。 

5.調查工作全面完成

後，將依照調查資訊進

行產業的歸類與判讀，

以利後續規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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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第 2 次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99年 10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二、地點：本府建設處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林處長賢聲（陳副處長偉志代理）        記錄：李源智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第 1次工作會議結論辦理情形：洽悉 

六、萬能科技大學簡報：詳簡報資料 

七、會議摘要： 

1.本案目前調查進度新竹縣部分完成 19.33%，桃園縣部分完成

24.21%，預計 100年 1月期中報告前可完成全部調查工作，調查

資料應儘速歸類判讀，以作為爾後未登記工廠輔導及劃設特定地

區之參考。 

2.針對於實際調查時較難判斷工廠之產業類別及是否為工廠使用

部分，請參照經濟部有關工廠之定義及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製

造業之細目，並可上網查詢公司登記及商業登記相關資料作為判

斷。 

3.已列管未登記工廠部份，因工廠稽查資料年代久遠且住址資料有

諸多謬誤情形，請再逐一清查更正後作為後續稽查及輔導依據。 

4.經濟部「未登記工廠補辦登記說明會」新竹縣部分預定 99年 10

月 26日上午於新竹縣工業會舉辦，桃園縣部分預定 99年 11月

3日及 11日上午於桃園縣政府舉辦，本案預定辦理之座談會可

參考辦理，邀請之業者應避免重覆，以達輔導效果。 

5.本案請萬能科技大學於期中報告時，依據產業群聚特性及在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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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產業分布情形，研擬劃設未登記工廠特定地區範圍之建議。 

八、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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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王委員 

建彬 

1.研提輔導未登記工廠策略

與機制之建議，如有涉及

中央部會或縣市政府應政

策配合部分，應先行協商

達成共識以提高其可行

性。 

2.未登記工廠業者或地主接

受輔導之意願，如有相應

之數據資料配合提出之解

決方案，並以輔導成功案

例作為範例可使縣政府更

易執行。 

3.臺灣地區產業群聚現況分

析部分，請以 95年工商普

查資料進行分析，相關

表、圖、數據資料應標明

資料來源。 

4.外貿協會有出版臺灣產業

群聚專書 2 冊，本計畫關

於產業群聚部分可參酌該

專書資料辦理。 

5.為使規劃內容及建議事項

具體可行，除舉辦產官學

研座談會之外，對專家學

者之訪談亦可納入考量，

可使內容更周延。 

 

6.資料庫的運用要廣泛，建

議可規劃資料庫互相連結

提高應用層面。 

1.遵照辦理，並持續與經濟

部中部辦公室協商配合。 

 

 

2.遵照辦理，並於未登記工

廠資料庫建置完成後進行

產業群聚分析及模擬輔導

機制 

 

3.遵照辦理，已依 95年工商

普查資料進行產業群聚分

析。 

 

4.遵照辦理，已參酌外貿協

會出版臺灣產業群聚專書

進行產業群聚分析。 

5.遵照辦理，並於 100 年 3

月 24 日於新竹縣政府 3

樓施政資料中心召開產官

學研討會。 

6.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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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高委員 

弘儒 

1.工廠管理輔導法關於補辦

臨時工廠登記及劃設特定

地區部份，執行期限僅至

101 年 6 月，目前相關配

套措施經濟部亦積極在研

議中，為使本案進度及後

續執行順利，可與經濟部

委辦單位康城顧問公司聯

繫。 

2.各縣市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及劃設特定地區有績效目

標壓力，本案調查結果及

後續舉辦說明會及座談會

等期程應儘速規劃。 

 

 

 

3.未登記工廠資料庫系統之

功能應設計更多查詢選

項，使應用層面更廣，更

符合使用者之需求。 

4.未登記工廠資料庫系統之

登錄作業應儘量能減少使

用者之負擔，相關教育訓

練應確實。 

 

 

5.模擬機制應依未登記工廠

之屬性，依其土地區分或

產業特性等進行作業流程

研擬。 

1.遵照辦理，並持續與康城

顧問公司聯繫就輔導機制

進行討論 

 

 

 

 

 

2.遵照辦理，並於 100 年 3

月 24 日於新竹縣政府 3

樓施政資料中心召開產官

學研討會，於 100 年 6 月

15日於新竹縣政府 3樓第

二會議室召開業者說明

會。 

3.遵照辦理，資料庫功能與

使用介面設計將依執行管

理單位需求進行設計。 

4.遵照辦理，資料庫建置及

使用登錄作業之教育訓練

配合新竹縣政府及桃園縣

政府需求辦理。 

5.遵照辦理，將依新竹縣與

桃園縣之產業群聚特性、

工廠規模及土地使用分區

條件於期末報告中進行模

擬。 

經濟部 1.期中報告書第貳章第二節 1.遵照辦理，已增列「工廠



附錄 歷次會議記錄 

附-38 

 

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中部辦

公室 

產業輔導法令分析內容

（P2-7），請增列「工廠管

理輔導法」第 33 條及 34

條條文規定，並依「未登

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辦法」修正補辦登記相關

內容。 

2.期中報告書第叁章第二節

未登記工廠區位分析表

3-2-2 桃園新竹未登記工

廠統計綜理表（P3-11），

建議依都市土地、非都市

土地分類研析說明。 

3.期中報告書第陸章未登記

工 廠 輔 導 策 略 與 機 制

（P6-1~6-12），請參酌本

部近期研擬「特定地區劃

定處理原則」與「輔導未

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

內容，並因地制宜，配合

桃園縣及新竹縣之未登記

工廠產業現況及分布情

形，據以研提修正內容。 

管理輔導法」及「未登記

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

法」相關內容。 

 

 

2.遵照辦理，已依都市土地

及非都市土地進行分析。 

 

 

3.遵照辦理，將依新竹縣與

桃園縣之產業群聚特性、

工廠規模及土地使用分區

條件於期末報告中進行模

擬。 

新竹縣

政府國

際產業

發展處

工商發

展科 

1.期中報告書封面、P1-1、

1-2、2-9、2-11、2-12、

2-13、2-14、2-16、2-17、

2-18、2-19、3-3、3-4、

3-8、3-10、3-11、3-14、

4-6、4-8、4-9、5-2、5-5、

5-7、5-11、5-12、5-15、

6-1、6-2、6-9 錯別字部

分請更正。 

1.遵照辦理，已逐項檢視報

告書內容進行修正。 

 

 

 

 

2.遵照辦理，已依「未登記

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

法」規定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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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2.期中報告書第二章輔導法

令分析有關回饋金及低污

染事業部分為舊資料，請

依經濟部 99 年 10 月 26

日公佈之「未登記工廠補

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規

定進行修正。 

3.期中報告書第三章臺灣地

區 產 業 群 聚 分 析

（P3-5~3-7）請使用 95

年工商普查資料；未登記

工廠類別包括育苗、貿

易、運輸、廣告、餐飲、

汽 車 維 修 、 物 流 等

（P3-12），非屬工廠登記

範疇，請確認資料後修

正；工業區使用現況分析

（P3-14~3-17）無新竹縣

工業區相關資料，請補

正。 

4.期中報告書第四、五章，

尚未將未登記工廠調查資

料作進一步之群聚分析與

劃設特定地區建議，請補

正；另未登記工廠資料庫

運用範圍及推廣說明應多

著墨，並增加應用層面。 

5.期中報告書第六章有關稽

查取締機制建議及輔導機

制模擬規劃請密切配合經

濟部後續訂頒作業辦法辦

理；另下一階段舉辦說明

 

 

3.遵照辦理，已依 95年工商

普查資料進行產業群聚分

析，並修正產業類別及增

列新竹工業區資料。 

 

 

 

 

 

4.遵照辦理，將依新竹縣與

桃園縣之產業群聚特性、

工廠規模及土地使用分區

條件於期末報告中進行模

擬。 

 

5.遵照辦理，並於 100 年 3

月 24 日於新竹縣政府 3

樓施政資料中心召開產官

學研討會，於 100 年 6 月

15日於新竹縣政府 3樓第

二會議室召開業者說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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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會、座談會之期程應儘早

規劃。 

 

結論 1.請萬能科技大學就委員、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與本案

業務單位之審查意見進行

修正，並將修正後之期中

報告書送本府備查。 

2.本案未登記工廠輔導，本

縣及桃園縣均訂定績效目

標，期藉由本案之執行能

儘速達成該績效目標，後

續舉辦座談會與說明會、

劃設特定地區建議及未登

記工廠資料庫運用等，請

萬能科技大學與本縣及桃

園縣承辦人密切聯繫。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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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審查會紀錄 

一、會議時間：100年 1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02時 00分 

二、會議地點：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第一會議室 

三、主 持 人：林召集人賢聲（熊科長勇智代理） 

四、與會人員：詳見簽到表 

記錄：李源智 

王委員建彬 

1.研提輔導未登記工廠策略與機制之建議，如有涉及中央部會或縣市

政府應政策配合部分，應先行協商達成共識以提高其可行性。 

2.未登記工廠業者或地主接受輔導之意願，如有相應之數據資料配合

提出之解決方案，並以輔導成功案例作為範例可使縣政府更易執

行。 

3.臺灣地區產業群聚現況分析部分，請以 95 年工商普查資料進行分

析，相關表、圖、數據資料應標明資料來源。 

4.外貿協會有出版臺灣產業群聚專書 2冊，本計畫關於產業群聚部分

可參酌該專書資料辦理。 

5.為使規劃內容及建議事項具體可行，除舉辦產官學研座談會之外，

對專家學者之訪談亦可納入考量，可使內容更周延。 

6.資料庫的運用要廣泛，建議可規劃資料庫互相連結提高應用層面。 

 

高委員弘儒 

1.工廠管理輔導法關於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及劃設特定地區部份，執行

期限僅至 101年 6月，目前相關配套措施經濟部亦積極在研議中，

為使本案進度及後續執行順利，可與經濟部委辦單位康城顧問公

司聯繫。 

2.各縣市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及劃設特定地區有績效目標壓力，本案調

查結果及後續舉辦說明會及座談會等期程應儘速規劃。 

3.未登記工廠資料庫系統之功能應設計更多查詢選項，使應用層面更

廣，更符合使用者之需求。 

4.未登記工廠資料庫系統之登錄作業應儘量能減少使用者之負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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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教育訓練應確實。 

5.模擬機制應依未登記工廠之屬性，依其土地區分或產業特性等進行

作業流程研擬。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期中報告書第貳章第二節產業輔導法令分析內容（P2-7），請增列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及 34 條條文規定，並依「未登記工

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修正補辦登記相關內容。 

2.期中報告書第叁章第二節未登記工廠區位分析表 3-2-2 桃園新竹

未登記工廠統計綜理表（P3-11），建議依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

分類研析說明。 

3.期中報告書第陸章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與機制（P6-1~6-12），請參

酌本部近期研擬「特定地區劃定處理原則」與「輔導未登記工廠

合法經營方案」內容，並因地制宜，配合桃園縣及新竹縣之未登

記工廠產業現況及分布情形，據以研提修正內容。 

 

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 

1.期中報告書封面、P1-1、1-2、2-9、2-11、2-12、2-13、2-14、2-16、

2-17、2-18、2-19、3-3、3-4、3-8、3-10、3-11、3-14、4-6、

4-8、4-9、5-2、5-5、5-7、5-11、5-12、5-15、6-1、6-2、6-9

錯別字部分請更正。 

2.期中報告書第二章輔導法令分析有關回饋金及低污染事業部分為

舊資料，請依經濟部 99年 10月 26日公佈之「未登記工廠補辦臨

時工廠登記辦法」規定進行修正。 

3.期中報告書第三章臺灣地區產業群聚分析（P3-5~3-7）請使用 95

年工商普查資料；未登記工廠類別包括育苗、貿易、運輸、廣告、

餐飲、汽車維修、物流等（P3-12），非屬工廠登記範疇，請確認

資料後修正；工業區使用現況分析（P3-14~3-17）無新竹縣工業

區相關資料，請補正。 

4.期中報告書第四、五章，尚未將未登記工廠調查資料作進一步之群

聚分析與劃設特定地區建議，請補正；另未登記工廠資料庫運用

範圍及推廣說明應多著墨，並增加應用層面。 

5.期中報告書第六章有關稽查取締機制建議及輔導機制模擬規劃請

密切配合經濟部後續訂頒作業辦法辦理；另下一階段舉辦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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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之期程應儘早規劃。 

結論 

1.請萬能科技大學就委員、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與本案業務單位之審查

意見進行修正，並將修正後之期中報告書送本府備查。 

2.本案未登記工廠輔導，本縣及桃園縣均訂定績效目標，期藉由本案

之執行能儘速達成該績效目標，後續舉辦座談會與說明會、劃設

特定地區建議及未登記工廠資料庫運用等，請萬能科技大學與本

縣及桃園縣承辦人密切聯繫。 

五、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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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辦理情形 

解委員

鴻年 

1.資料庫資料建議可增加員工數或

相關工廠規模數據，以作為縣政

府優先輔導廠商及群聚分析參

考。 

2.建議針對已調查之未登記工廠區

位分布位置與農委會劃定之優良

農地做相關套疊比對，再考量相

對應之輔導措施，使土地使用規

劃有一致性作法，避免各部會政

策相互衝突。 

 

 

 

3.未登記工廠相關輔導措施，建議

可參考微型園區設置、產業創新

走廊及家有產業產業有家等相關

政策，讓產業發展計畫更具完整

性。 

4.為使未登記工廠機制有效運用，

建議將未登記工廠資料庫中已列

管、未列管、特定產業等資料於

系統中增設欄位註記，以利縣政

府後續輔導產業策略之推動。 

1.資料庫建置可依委

員建議增加員工數

及工廠規模等欄位。 

 

2.農委會優良農地劃

設準則，亦先以保留

農地重劃地區之優

良農地為準則，與輔

導未登記工廠劃設

特定區之排除條件

一致（頇排除已辦峻

農地重劃地區），應

無政策衝突之疑慮。 

3.依委員建議增加微

型園區設置、產業創

新走廊及家有產業

產業有家等相關政

策說明 

4.未登記工廠系統管

理建置已區分已列

管、未列管及不同產

業類別，可由管理單

位自行應用。 

高委員

弘儒 

1. 未登記工廠申請時限至 101年 6

月 2日，如何提升未登記工廠業

者於該期限前提出申請之意

願，希望規劃單位提出具體建

議，以作為各單位推動輔導政策

之參考。 

2. 本案調查桃園縣及新竹縣各 4

1.依委員建議補充說

明。 

 

 

 

 

2. 依建議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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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辦理情形 

個鄉鎮市之未登記工廠，依規劃

單位執行本案所投入之人力與物

力資源，未來縣府若要擴大執行

其他鄉鎮之調查工作，建議應如

何進行及規劃，並提供相關經驗

分享。 

3. 本案前半部以法規整理為主，

為提升法規執行績效及運用層

面，建議進一步分析法規內容或

提出相關意見。 

4. 報告書內容建議加強補辦臨時

工廠登記及劃定特定地區之辦理

機制及查核技巧等，俾供各縣市

承辦人員參考。 

 

 

 

 

 

 

3.依委員建議增加法

規分析說明分析。 

 

 

4.依委員建議增加辦

理機制說明 

羅 委 員

昌傑 

1.未登記工廠群聚分析新竹縣部分

以特定農業區較多，在輔導過程

中，除應符合未登記工廠補辦臨

時工廠登記及劃定特定地區相關

規定外，需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文件，其中包含土地所有權與

土地使用等問題，希望規劃單位

可補強此方面之課題與建議。 

1.依委員建議增加課

題分析說明 

經濟部

中部辦

公室 

1.期末報告中相關輔導法規、申辦

流程等資料錯漏部分，請規劃單

位重新審視並依最新規定進行修

正。 

2.桃園縣及新竹縣未登記工廠統計

綜理表中，未登記工廠家數與現

況資料不符，且座落土地使用分

區之都市土地遠比非都市土地

多，與實際情況似有出入，請確

認資料後進行修正。 

1.依最新公告辦法修

訂。 

 

 

2.桃園縣與新竹縣未

登記工廠統計資料

數據將重新確認並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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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辦理情形 

3.本案有關產業關聯性分析資料，

可與產業發展方向進行比較及提

出建議，可增加資料之實用性。 

 

4.本案調查資料之群聚分析部分，

應提出具體之建議地點，作為桃

園縣及新竹縣政府規劃參考。 

3.將依產業發展方向

與各市鄉鎮工廠設

立情形進行比較分

析 

4.依產業群聚、密度

與土地使用分區等

條件篩選出桃園縣

及新竹縣之建議地

點，並補充現況分析

提供二縣政府規劃

參考依據 

新竹縣

政府國

際產業

發展處

工商發

展科 

1. 劃定特定地區之可行性分析，包

括可能困難點及相應之解決方

法等應進一步說明，另現階段其

他縣市作法及成果亦可彙整提

出說明，以提供縣政府團隊參

考。 

 

2.期末報告中有關補辦臨時工廠登

記流程、應檢附書件、審查表等

舊資料部分，及錯、漏、別字包

括 P1-3、1-5、2-7、2-19、3-2、

3-3、3-7、3-9、3-11、3-18、4-2、

4-8、5-24、5-25、5-26、5-27、

7-2等部分，請規劃單位修正。 

3.未登記及合法登記工廠產業分

析、分布空間及相關產業供應鏈

資料等具有相當實用性，建議規

劃單位多衍生說明，以作為縣政

府產業發展方向規劃參考。 

4.本案調查資料既已建檔完成，規

劃單位應提出具體之群聚點供縣

1.將補充特定區劃設

可能產生困難之步

驟與解決方案，並彙

整其他縣市輔導劃

設特定區之執行構

想。 

 

2.依指正內容修訂及

更新資料。 

 

 

 

 

 

3.發展方向與各市鄉

鎮工廠設立情形進

行比較分析 

 

 

4.依產業群聚、密度

與土地使用分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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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

位 

意見摘要 辦理情形 

政府參考，另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及劃定特定地區模擬部分應有一

套從送件到審核完成之細部模擬

機制，包括可能發生之問題點及

建議解決方案等。 

 

 

 

5.本案已到期末階段，建議規劃單

位應針對本案未來之發展及推

動，包括補辦登記及劃設特定地

區時程、如何提升補辦登記績

效、如何建制更完整資料庫及資

料運用層面推廣等，多提供建議

方案。 

條件篩選出建議地

點，並補充現況分

析，提供二縣政府規

劃參考依據。另將補

充補辦臨時工廠登

記與特定區劃設可

能產生困難步驟及

解決方案。 

5.將補充補辦登記及

劃 設 特 定 地 區 時

程、如何提升補辦登

記績效、如何建制更

完整資料庫及資料

運用層面推廣等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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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0 年 8 月 5(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府 3 樓施政資料中心 

三、主持人：林賢聲 處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執行單位簡報：略 

六、會議紀錄及意見彙覆表：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解委員鴻年 1. 資料庫功能建議可增加員工數或相關工

廠規模等數據，以利資料庫建置完整 

2. 就現有調查的未登記工廠家數分佈位

置，可考量與農委會劃定的優良農田做相

關套疊，以避免各部會政策相互衝突 

3. 建議將未登記、已列管或未列管之調查結

果，利用工廠管理系統加註記號，以利主

管機關後續輔導策略的推動建議 

4. 相關計畫中可加入微型園區政策說明，讓

產業發展計畫更具完整性。 

高委員鴻儒 1. 如何誘發這些未登記工廠業者於 102.6.2

號前能提出申請，希望規劃單位提出建

議。 

2. 未來縣府若要擴大執行未登記工廠調

查，應該還需要投入多少人力資源與物

力，建議提出後續計畫建言。 

3. 法規的整理建議，除了整理條文外，建議

加入分析說明，以利後續相關機關應用更

為方便。 

4. 報告書內建議增加辦理機制、稽查技巧與

申辦規定的策略與建議，好讓未來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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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參考。 

羅委員昌傑 1.新竹縣以特定農業區較多，在輔導過程

中，除取得土地相關合法與申請證明文件

外，也包含地權與地用等相關問題，希望規

劃單位可補強此方面之課題與建議。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 法規的相關規定與申辦流程等資料尚有

錯誤及未更新部分，請規劃單位重新修正

與補充 

2. 第 2章產業輔導法令，辦理未登記工廠申

請流程圖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與補登

辦法請做更新。 

3. 未登記工廠座落位置與列管未登記工廠

家數請再做確認，如第三章北台灣產業群

聚分析表(P.3-12)，桃園與新竹地區未登

記工廠家數比非都市土地家數還多，請重

新確認。 

4. 新竹縣未登記工廠統計與列管未登記工

廠家數數目不符合，請規劃單位確認。 

熊科長勇智 1. 劃設專區意願與可行性的分析，除了在課

題一、二所講之外，工廠登記業者不符合

規定與降低業者辦理之意願與書圖不容

易取得外，真正之困難點在那，請規劃單

位提供相關建議。 

工商科 1.期末報告錯、漏、別字部分請更正： P1-3、

1-5、2-7、2-19、3-2、3-3、3-7、3-9、

3-11、3-18、4-2、4-8、5-24、5-25、5-26、

5-27、9-2。 

2.第二章：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流程、應檢附書件、審查

表等為舊資料，請依 100年 6月 16日修正之

「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規定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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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 

表 3-2-1請進一步說明及推論。（單位？年

度？資料來源？關聯性？區位？） 

4.第四、五章： 

（1）全部調查資料是否已建檔完成？

（p5-19、5-24） 

（2）「特定地區劃定處理原則」經濟部已於

100年 2月 22日公佈，說明時請勿再使

用「草案」。 

（3）表 5-4-5僅 22個群聚點，說明卻說 23

個群聚點？ 

（4）表 5-4-6調查之群聚點為何？應進一步

說明並提出建議。 

5.第六章：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及劃定特定地區範例應模

擬一整套從送件到審核完成之細部機制，包

括可能發生之問題點及建議解決方案等。 

6.第七章： 

1.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及劃定特定地區期限限

制 2年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2.未登記工廠資料庫如何建制更完整之建

議？ 

3.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建議？ 

主席 請規劃單位依委員意見提出修正內容送至承

辦單位進行審查，並辦理後續行政作業 

 

七、散會。(上午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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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產官學研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0年 3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00分 

二、會議地點：本府 3樓施政資料中心 

三、主 持 人：林召集人賢聲 

四、與會人員：詳見簽到表 

記錄：徐歆怡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中華大學建築與

都市計畫學系副

教授 

解鴻年 

1. 目前已列管未登記工廠家數與尚未列管的工

廠家數仍頇重新清查，就目前成果呈現未列管

比例較高，未來可成為輔導對象。 

2.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為現行政策的推動與新竹

縣政府目前推動的微型園區的政策為相同的

概念，未來應相互配合，建議將臨時工廠登記

門檻提高，以免造成遍地開花的現象。 

3. 本案在期末應呈現桃園縣與新竹縣的產業類

型，以利後續規劃專區及輔導工廠轉型時參照

之依據。 

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副教授 

白仁德 

1. 建議未來在劃設專區時，應先掌握兩地區的產

業特性，當產業特性已達一定規模的群聚時，

特定區的劃定較為可行。 

2. 輔導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相關配套

措施，應加強宣導。 

桃園縣政府工商

發展局工商輔導

1. 桃園縣目前有另一輔導團隊建議蘆竹、龜山一

帶有機會成為專區劃設的潛力區，可一併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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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科 本案未來專區劃設潛力點的範圍。 

2. 桃園大溪鎮未來是否可能成為豆干產業專

區，請規劃單位一併納入專區劃設考量。 

新竹縣政府國際

產業發展處 

1. 專區劃設的原則除評估現有的生產現況，應另

考量交通問題，因此，未來在建議專區劃設

時，應將交通條件納入評估。 

2. 微型園區的劃設辦法與未登記工廠專區的劃

設，前者主要考量的是如何輔導廠商進入園

區，後者則應掌握現有工廠分布情形與了解產

業特性後進行規劃，本案應將現有工廠產業特

性及分布情形進行全盤了解，以利後續進行專

區劃設參考。 

3. 期藉由執行本計畫，提升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績

效。 

4. 未登記工廠之低污染事業認定標準經濟部已

進行修正，本案請配合依最新認定標準辦理。 

五、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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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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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未登記工廠整體調查暨輔導管理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業者說明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0年 6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00分 

二、會議地點：本府 3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持 人：熊科長勇智 

四、與會人員：詳見簽到表                      記錄：徐歆怡 

五、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與劃定特定地區說明：詳簡報資料        

六、會議討論：                                  

Q1.現階段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後，如輔導期滿，尚未取得合法工廠登

記或法規未進一步鬆綁，業者該何去何從？ 

A1.現階段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後，至 106 年 6 月 2 日為輔導期間，符

合免罰規定，業者應於該期間依據相關法規辦理土地變更及取得

建物合法證明以符合工廠登記要件，屆期如仍未合法登記或法規

未進一步修訂，則臨時工廠登記即失效，業者仍會面臨違規營業

問題。 

Q2.可否放寬規定讓經營超過 15 年以上之未登記工廠可以就地合

法？ 

A2.依據現行工廠管理輔導法及相關配套措施，違章工廠尚無就地合

法之規定。 

Q3.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要件為何需 97 年 3 月 14 日前既有之工廠？ 

A3.97 年 3 月 14 日係行政院將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送請立法院

審議之時間，故以此日期作為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要件，以杜絕

事後增建違章工廠之取巧行為。 

Q4. 經營項目如為非屬低污染事業，可否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A4.不可，惟經濟部已針對低污染事業認定標準召開會議研商，將朝

放寬規定方式辦理，未來仍可依新規定重新檢視是否符合申請資

格。 

Q5. 未登記工廠輔導期滿後，尚未合法登記工廠政府將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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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併第 1 案辦理，屆時如相關法規或配套措施未修訂，將依工廠管

理輔導法第 30條規定加強稽查及裁罰。 

Q6.我是家具製造業者，日前租賃廠房符合 97 年 3 月 14 日以前既有

工廠之規定，但我預計明年遷廠，目前申請取得臨時工廠登記核

准後，是否可將該臨時工廠登記移轉過去？ 

A6.不可以，工廠登記係依工廠地址辦理，俟後如有遷廠行為，請找

符合工廠使用之土地及建物重新辦理工廠登記。 

Q7：106 年 6 月 2 日以後政府是否會加強取締未登記工廠？ 

A7.併第 1 案及第 5 案辦理，配合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希望將未登

記工廠納入管理，並在符合相關環保與消防等規定情況下，有條

件准予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並給與 5 年輔導期間，由政府與業者

共同努力，達到實際合法經營目標，屆期如仍無法完成合法登記，

其取締與裁罰做法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Q8.如果廠房和公司地址不一樣，可以用公司的廠址申請還是要用廠

房的地址申請？ 

A8.需依生產的廠房地址進行申請。 

A9.7年後是否就可以工廠就地合法化 

Q9.併第 2 案，依據現行工廠管理輔導法及相關配套措施，違章工廠

上無就地合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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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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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MLR7Ph27pygJ:www.ntdc.org.tw/conferencelist.php%3FPage%3D5%26sort_mod%3D%26sort%3D%26flag%3D66564%26menuid%3D1%26selectpage%3Dconferencelist%26year%3D2011+%E6%96%B0%E7%AB%B9%E6%9C%AA%E7%99%BB%E8%A8%98%E5%B7%A5%E5%BB%A0+%E5%A0%B1%E5%B0%8E&cd=3&hl=zh-TW&ct=clnk&gl=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MLR7Ph27pygJ:www.ntdc.org.tw/conferencelist.php%3FPage%3D5%26sort_mod%3D%26sort%3D%26flag%3D66564%26menuid%3D1%26selectpage%3Dconferencelist%26year%3D2011+%E6%96%B0%E7%AB%B9%E6%9C%AA%E7%99%BB%E8%A8%98%E5%B7%A5%E5%BB%A0+%E5%A0%B1%E5%B0%8E&cd=3&hl=zh-TW&ct=clnk&gl=tw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MLR7Ph27pygJ:www.ntdc.org.tw/conferencelist.php%3FPage%3D5%26sort_mod%3D%26sort%3D%26flag%3D66564%26menuid%3D1%26selectpage%3Dconferencelist%26year%3D2011+%E6%96%B0%E7%AB%B9%E6%9C%AA%E7%99%BB%E8%A8%98%E5%B7%A5%E5%BB%A0+%E5%A0%B1%E5%B0%8E&cd=3&hl=zh-TW&ct=clnk&g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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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料匯出 

網址: http://120.124.29.228/UFSC/index_System 

首先進入系統網址內，點選左上方工廠資料的按鈕 

 

在此網頁中，右上方點擊下載 EXCEL 列表即可下載輸出資料

http://120.124.29.228/UFSC/index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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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資料匯入 

EXCEL 編輯完成後 將檔案另存為 CSV(逗號分隔) 格式 

 

再以記事本開啟(要選取所有檔案)剛儲存的 CSV(逗號分隔) 格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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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此另存為 UTF-8 格式 

 

網址: http://120.124.29.228/phpmyadmin 帳號：vnu 密碼: vnu 

匯入前先將資料庫內容清空,選項位於 factory 資料表上方選項列的清空 

http://120.124.29.228/phpmy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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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完成後上方選項列選取載入,選取瀏覽再來選取要載入之 CSV 格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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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完成後, 開始時略過多少行記錄 (語法)數值設為 1,下方「欄位分隔」使用字

元 ; 改為 , 

 

載入完成後會有出現訊息及載入資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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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系統功能: 

系統首頁網址：http://120.124.29.228/UFSC/index_system 

 

  

http://120.124.29.228/UFSC/index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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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廠位置分佈圖 

 

進入系統後會自動導入工廠分佈圖頁面，請依序指定資料類型、資料範圍與資料

地區，以提供系統進行資料篩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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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資料篩選後系統會自動帶出所選資料，並以 Google Map 與相對點位大小

方式呈現，實際開啟速度依使用者電腦效能而定，如遇大量資料可能會增加開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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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點位皆以相對大小標示，地圖左方縮放桿僅為地圖尺寸縮放，如需切換點位

比例請使用比例尺功能做切換。 

資料點位顏色代表單位與資料總數則依地圖下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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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右上方提供地圖類型切換，可做道路圖(Map)、衛星圖(Satellite)、混合圖

(Hybrid)之切換，以適用於不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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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資料篩選時，資料範圍若選擇群聚資料時將不分縣市地區，地圖下方資料點

位說明則切換為範圍與密度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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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廠資料列表 

此頁面列出所有已列管與未列管工廠資料（每頁 25 筆），並提供搜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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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搜尋時，系統會自動依據使用者輸入之關鍵字列出符合名稱或地址條件之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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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資料列表僅提供簡表，如需詳細資料請點選該筆工廠資料編號，即可帶入單

筆工廠行細資料。 

此頁面包含完整工廠資料、地圖與座標、外觀/廠房/門牌/臨路照片。 

並提供資料編輯與刪除功能，以利往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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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新增資料部分為工廠列表中左上方的部分，新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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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資料後即可選擇要上傳之圖片。 

上傳完成後點選送出以便將上傳之圖片資料寫入該工廠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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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座談會網路媒體宣傳 

 

資料來源：

http://www.beclass.com/default.php?name=ShowList&op=regist&rgstid=132

dd094de5f1289634c ，2011年 06月 10日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

http://www.hsinchu.gov.tw/modules/v6_mseeage/Activities/detail.asp?id

=201106100002&key=&sd=&ed=&SUnit=&Sclass=&rad=1 

 

 

http://www.beclass.com/default.php?name=ShowList&op=regist&rgstid=132dd094de5f1289634c
http://www.beclass.com/default.php?name=ShowList&op=regist&rgstid=132dd094de5f1289634c
http://www.hsinchu.gov.tw/modules/v6_mseeage/Activities/detail.asp?id=201106100002&key=&sd=&ed=&SUnit=&Sclass=&rad=1
http://www.hsinchu.gov.tw/modules/v6_mseeage/Activities/detail.asp?id=201106100002&key=&sd=&ed=&SUnit=&Sclass=&r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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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thecommonsdaily.tw/2011/10/1008/TTK/ttk01-06.htm，2011 年 11

月 30日 

 

http://www.thecommonsdaily.tw/2011/10/1008/TTK/ttk01-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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