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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廠簡報 - - 制式稿 
一.   摘要 

(一) 營業額預估 

(二) 投資金額（公司）或營運資金（分公司） 

(三) 產品名稱（同入區核准函所列之名稱） 

二.   簡報內容 

（一） 公司概況 

     1.1. 公司溉況 

1.2.  公司沿革 

1.3.  產品與市場 

1.4.  經營組織 
• 說明公司組織、研發人力及五年內員工人數預估 

 

（二）營運計畫 

2.1. 營運策略 

2.2. 營運目標 

2.3. 產能規劃 
• 說明研發、生產、檢驗設備及五年內之產能 

2.4. 發展策略 

 

（三） 廠房規劃 

3.1. 廠房需求數預估 
• 說明需求單位數 

3.2. 建廠使用規劃概況 
• 請附室內裝修平面圖 
3.5. 水電需求 
• 用電部份： 

1.五年內需求用電量。 

2.是否使用一六一仟伏受電。 

3.自用發電設備是否與台電併聯。 

• 用水部份 

1.五年內需求用水量。 

2.是否配合設回收設備。 

3.全廠排放率說明及計算（須符合小於百分之七十）。 

4.全廠回收率說明及計算（須符合高於百分之七十五）。 

5.製程回收率說明及計算（須符合大於百分之八十五）。 

 

3.6. 工程興建進度表（以甘特圖表示） 

• 除各階段工程進度計劃之外，請將建築預審、建造執照、開工許可、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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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建管程序及開始生產之時程納入 

3.7. 污染防治計畫（檢附污染防治計畫書一式五份） 
•製程說明 

•主要原物料 

•污染物產生量及處理說明 

1.水污染部分（含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之排放水量、污染物種類及濃度、前

處理設施說明） 

2.空氣污染部分（含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及數量、防制設備） 

3.廢棄物部分（含一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生活垃圾之產出量、清除處理方

式） 

4.噪音部分（環境音量值及防制措施） 

5.毒化物部分（使用毒化種類及數量） 

6.土壤及地下水部份（檢測工作） 

3.8. 工廠正式運轉後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開工營運階段 

1.甲、乙、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及使用危險性機械設備之檢核 

2.開工檢查計畫期程 

3.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政策、組織人員等) 

（四） 財務計畫 

4.1. 建廠財務估算 

4.2. 未來五年預估營運投資報酬率 

(五)結語 

(六)附件一：租廠簡報事業機構入區應辦事項表 

(七)附件二：科學園區污染防治計畫書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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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園區事業租地（廠）計畫事業機構入區應辦事項（112/2 版） 

事業名稱  

□臺南園區 □臺南園區(三期) 

□高雄園區 □橋頭園區 

□租地自建廠房 □承租標準廠房 

填表人  填表日期  

 

項次 項目 內容 答覆 

一 用水 
【承租土地】 

□臺南園區  □高雄園區 

廠區須設置可提供全廠用水2天之儲水設施。 

□臺南園區(三期)  □橋頭園區 

廠區須設置可提供全廠用水3天之儲水設施。 

 

1、 全廠回收率必須達： 

□臺南園區76.65%，120年提高至82% 

□臺南園區(三期)：□半導體85%  □非半導體82% 

□高雄園區75% 

□橋頭園區：□半導體85%  □非半導體82% 

2、 製程回收率必須達85% 

3、 應設置水資源回收監測系統。 

 

使用執照取得前3個月內，完成用水計畫審查，以免影響後

續證件之核發。 

 

廠房請規劃多元供水系統： 

1、自來水：廠商應向當地台水公司服務所申辦用水事宜，

並依其規定自行負擔委託設備設置之設計、新增設備施

工、竣工檢驗送電有關費用。 

2、再生水：廠商應預留再生水接水點及廠內配水管，再配

合再生水實際供水前，完成量水設備設置。 

 

【臺南園區(三期)、橋頭園區】 

1、 再生水：依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規定辦理 

□晶圓半導體廠商製程水量100%再生水(或換水)。 

□非晶園半導體廠商應依管理局核配水源使用一定比

例(約75%)再生水(或換水補水價差額)，其中用水量

達一定量者，將俟園區整體用水情形，調高再生水使

用比例。 

2、 再生水供水時程及用量，依實際進駐產業、規模調整。 

 

【臺南園區(三期)、橋頭園區】 

進駐廠商須依「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設置

雨水貯留設施並進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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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電 161kV受電必須承諾配合園區地下環路之規劃，採地下化受

電方式，並配合台電公司裝設電力監視系統。 

 

園區廠商應審慎評估電壓驟降及停電之因應措施，並採取

必要之防護。 

 

台電公司建議及提示事項： 

1、 建議裝設適當容量之電容器，俾能維持功率因數至95％

以上。 

2、 為確保電壓品質，建議採用有OLTC裝置（即自動調壓裝

置）之主變。 

3、 請廠商依照用電性質及用電設備容許停電時間選擇適

當的緊急電源裝置。 

4、 電力系統頻率在正常運轉時，有正負0.5赫之變動，故

障時系統頻率短時間變動將較正負0.5赫為大。 

5、 如計劃興建自用發電設備且須與台電公司系統併聯，請

於機組興建前先向台電公司提出用電計劃書，俾供台電

公司先行檢討發電機組併入電力系統之可行性，以免造

成興建後無法併聯之困擾。 

 

園區廠商若需設置自用發電設備，應於設置前申請設置許

可。 

 

使用執照取得前3個月內，完成用電計畫書審查，以免影響

後續證件之核發。 

 

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或地方綠能相關自治條例裝置一定比

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並將太陽光電設施(包含自建、轉租

或出租等)納入公司維護巡檢項目，以維供電安全。 

 

【臺南園區(三期)、橋頭園區】 

建廠廠商設置再生能源規定如下： 

廠商類別 再生能源義務裝置容量 說明 

半導體 

廠商 

自建廠房量產後（取得操

作許可），每年應依實際用

電度數總量，取得當年度

規定比例之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規定

比例如下： 

2025年 25%、 

2040年 45%、 

2050年 100%。 

其他一般

產業廠商 

用電契約容量達 800KW 以

上，再生能源義務裝置容

量以該用戶前 1 年度平均

契約電量之 20%計算。 

 

 

 

【承租標準廠房】 

標準廠房以低壓供電為原則，故承租標準廠房與台電之契

約容量不得超過499kW，若超過則須另覓土地自建廠房。 

 

用電場所負責人應督同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檢驗維護業對

所經管之用電設備，於每6個月至少檢驗1次，每年應至少

停電檢驗1次，並於檢驗後於次月15日前填報電氣設備定期

檢驗紀錄表分送管理局及台電公司當地區營業處備查。 

 

廠商應向當地台電公司服務所申辦用電事宜，以申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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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為原則，依其規定自行負擔委託設備設置之設計、新

增設備施工、竣工檢驗送電有關費用（如須繳付線路補助

費者，亦同）。 

三 建築管理 建築預審請依建築法及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進行

檢討，以利後續建築執照之核發。 

 

建築規劃內容，除建築物主體外，其他附屬設施也需考量，

包括：氣體站、廢棄物暫存區區等。 

 

建築物色彩，請以灰、白色為主。  

【承租標準廠房】 

1、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室內裝修有圖

說審查及竣工查驗兩階段，各階段並分為建築及消防審

查兩部分，建築審查由管理局承辦，消防審查由縣市政

府消防局承辦，請委託專業廠商向管理局申報室內裝修

圖說審查，並俟竣工後申請竣工查驗。另前述裝修審查

流程及表格填寫，可由管理局網站/建築管理專頁/建築

使 用 管 理

（http://www.stsp.gov.tw/web/WEB/Jsp/Land/defau

lt.jsp#）下載，施工時請確實使用CNS耐燃等級認證之

材料，以利安全。 

2、 公共空間如樓梯、大廳係屬公共使用，請勿自行堆積貨

物或裝修；另吊裝平臺兼具消防隊員進入之緊急進口外

之陽臺功能，請勿堆積貨物以避免阻礙消防搶救動線。 

3、 為廠房景觀考量，設備管線請由標準廠房設計之管道間

進出，勿從外牆突出以避免影響景觀；管道間需維持防

火區劃以避免火災延燒，設備如有穿越管道間，請維持

1個小時防火時效。另屋頂平臺放置設備，請依地政租

賃科指定位置設計，另管線由管道間到冷卻水塔不得影

響逃生避難，或施作貓道避免逃生避難。 

4、 為維護良好室內空氣品質，請設計足夠新鮮外氣引進

量；另室內裝修材料部份需有60%以上為綠建材或環保

建材，建議儘量使用前述建材，以避免甲醛等致癌物質

產生。 

5、 舊有廠區的材料認證有效期已逾期，如有新增隔間請提

供新的出廠證明及材料認證。 

6、 有關內政部認可之建築師或室內裝修公司，可參考「全

國 建 築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入 口 網」(網 址 ：

http://cpabm.cpami.gov.tw/index.jsp;jsessionid=

16EAF7610868D157567FDCF038C7E9D1)。 

7、 承租後請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暨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如期辦理申

報。 

8、 為避免裝修施工期間部份材料之揮發性氣體產生刺鼻

氣味影響周邊已進駐廠商之工作人員，有關廠房裝修施

工之環氧樹脂（Epoxy）地坪施工或其他易產生噪音之

施作，應於休假日時間進行，以避免擾鄰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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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土地】 

土地係依現況點交： 

建築基地內土方以挖填平衡為原則（園區內土方不得運送

至園區外）。 

 

【臺南園區、高雄園區】 

與園區寬度21至30公尺道路相鄰之建築基地，其退縮地靠

外側需留置2.5公尺寬，由管理局整合設置腳踏車道系統。

其面積得合併計算綠化及退縮地面積。 

 

建築基地之退縮綠帶，應提供公共管線埋設使用。  

【臺南園區(三期)、橋頭園區】 

1、 進駐廠商須自行消化停車需求，路邊停車內部化。 

2、 進駐廠商自建廠房者，相關植栽之空間配置須納入複層

植栽考量。 

 

【橋頭園區】 

園區內有調查中公告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通過，若申請之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分位於公告之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

圍，依地質法辦理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避開斷

層變形可能影響範圍，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考量近斷層效應，進行建築物耐震設計。 

 

四 遺址問題 【臺南園區、臺南園區(三期)】 

如有任何施工下挖行為(含植栽及假設工程)，均應檢具施

工平面及下挖深度圖說向管理局洽詢是否涉及遺址及應配

合辦理之作業。 

 

五 高鐵問題 【臺南園區】 

依臺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第一次增修協議書臺南

科學園區已振動問題如下： 

1、 高頻部份(12.5Hz(含)以上(以45.8dB距高鐵中心線200

公尺)為振動標準。 

2、 低頻部份(12.5Hz以下)，振動標準暫定68dB(距高鐵中

心線200公尺處)做為乙方發包依據。 

3、 高鐵振動實際值，應俟高鐵實體完成後所測資料為準。 

4、 請於租地前應審慎評估振動是否影響生產。 

 

【臺南園區、橋頭園區】 

建築基地倘涉「鐵路兩側禁限建辦法」高速鐵路兩側限建

範圍，於建照申請許可時，應提供相關書件經管理局轉交

通部審核（時程約 2～4週），請預為估算建廠時效。 

 

六 承租後 

立即辦理 

事項 

檢附科學園區污染防治計畫書 1 式 5 份（書表請逕由南科

環境管理系統網站下載），計畫書內容應含製程產出之空

污、水污、廢棄物之總量等。 

 

【承租土地】 

自建廠房者，請先向管理局營建組申請並取得核可之用水

計畫書後，再申請園區污水下水道同意納管證明（書表請

由南科環境管理系統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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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標準廠房】 

如租用標準廠房者，需函報用水量資料予管理局營建組核

備（免送用水計畫書），申請時則應檢附管理局核發之用水

核可公文；租賃園區其他事業之廠房者，則應檢附原租賃

事業之用水計畫書及其核備文件影本（含附件）。 

 

【臺南園區、臺南園區(三期)】 

1、 檢附下列文件1份，函送管理局提出營運開工後廢棄物

進廠申請，核准後廢棄物種類、性質、數量如有變更，

亦同。 

(1)南部科學園區資源再生中心廢棄物進廠申請表。 

(2)進廠廢棄物基本資料表。 

(3)其他管理局指定之文件。 

2、 入區事業如租用標準廠房且僅使用專用垃圾袋交付員

工生活垃圾，並以管理局專用垃圾袋盛裝，得函請管理

局同意免提前項廢棄物進廠申請。 

3、 非使用專用垃圾袋盛裝廢棄物之事業應與管理局簽訂

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廢棄物清除處理契約。 

 

【承租土地】 

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九條指定公告之事業，

建廠動土前請將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料送當地縣市政府

環保局備查；非屬上述土水法指定公告事業別，則請依與

管理局租賃契約規定辦理，將用地之土壤檢測資料送管理

局。 

 

七 環保許可 

事項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核准文件：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應於水措設施之建造、裝置前取得）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核准文件登記：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應於水措設施之建造、裝置後，營運產生廢（污）水前

取得） 

 

【臺南園區、高雄園區】 

空氣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應於固定污染源製程設備安裝或建造前取得） 

 

【臺南園區、高雄園區】 

空氣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應於固定污染源製程操作前取得）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函：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應於營運前取得） 

 

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證明：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應於完成水措核准文件登記前取得） 

 

毒性化學物質登記備查核可函： 

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提出申請。 

（應於毒化物運作前取得） 

 

環保局審查工廠登記/變更配合環保法令審查表： 

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提出申請。 

（應於申請工廠登記前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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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土地】 

如屬自建廠房者，請於開工動土前，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

局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注意事項： 

1、 相關許可及同意函辦理完成後，應檢附相關許可文件向當地縣市政府環

保局申請核發工廠登記/變更符合環保法令規定證明文件（請至管理局或

環保局網站下載表單）。 

2、 無須申請上述許可者，亦請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申請核發工廠登記/變

更符合環保法令規定證明文件。 

八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規

範

事

項 

廢
（
污
）
水
處
理 

通

則 

廢（污）水處理排放應依「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

道使用管理辦法」辦理，並繳納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排

水

設

施 

1、 雨水及廢(污)水應確實採分流設計排放。 

2、 全部污水（含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應匯集納入污水下

水道系統，並設置制水閥後，再行接入園區污水下水道。 

3、 污水排水系統應裝設存水彎、清潔口及通氣管。如排水

中含有油脂、砂粒、易燃物或其他固體物時應依建築技

術規則相關規定設置截留器或分離器等欄污設備。 

4、 丁字與十字型管不得使用於管線之連接處。 

5、 排水管管徑在75mm以下者，坡度不得小於50分之1；超

過75mm者，不得小於100之1或管內污水流速每秒需大於

60公分。 

6、 無法藉重力流至下水道者，應先將污水排入具通氣孔之

密封污水井內，再以自動抽水設備排入收集系統，排入

點周圍之人孔壁應經防漏、防腐蝕處理。 

7、 放流口至預留管間使用雙套管式廢(污)水排放管或設

置洩漏監測設施（含防腐蝕措施）。 

 

前 

處 

理 

設 

施 

 

1、 施工期間需設置雨水截流溝收集地表逕流水，再經臨時

沉砂池處理後，始予排放。 

2、 作業廢水及生活污水全部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經處理

匯流至採樣井、放流口後排放，排放水質須符合納管標

準。 

3、 生活污水經化糞池處理。 

4、 設計預留單日最大廢(污)水量之貯存空間。 

5、 設立獨立專用電錶，並可加以鉛封及查證用電讀數。 

6、 設置累計型流量計以監測放流水量，並檢附二級校正機

構之校正記錄。 

7、 於廠區周界邊設置標準採樣井，可使水質充分均勻混

合，並預留供主管機關自周界外取樣之空間。 

8、 放流口應設置告示牌，其材質須堅固耐用，記載內容應

包括廠商名稱、管制編號、放流口編號、最大日排放量、

排放水種類及納管核准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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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棄

物

處

理 

臺

南

園

區 

廢棄物處理應依照臺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內容及管理局規劃方式辦理： 

1、事業營運期間，廢棄物於園區內處理。 

2、資源性廢棄物，得清運至園區外回收或再利用。 

3、新增或不適宜於園區內處理之廢棄物，得清運至園區外

合法的資源回收、再利用或處理機構處理。 

4、廢有機溶劑優先區內處理。 

 

請參加「財團法人南部科學園區環境保護發展推動基金

會」，俾協力規劃推動廢棄物管理事務。 

聯絡人：基金會 林小姐 TEL：(06)505-1209 

 

臺

南

園

區

（

三

期

） 

施工期間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提出廢棄物回收再利

用做法，送主管機關核備後據以辦理。 

 

進駐廠商須設置廢棄物貯存區，供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

物分類貯存之用。 

 

廢棄物處理應依照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三期基地開發計

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及管理局規劃方式辦理： 

1、廢棄物優先分類回收再利用。 

2、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可再利用去化者優先以再利

用或委託或委託再利用機構為處理方式。臺南園區設置

之資源再生中心可收受者，清運至資源再生中心處理。 

 

進駐廠商須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公告之方式進行廢棄物減量、再利用。 

 

進駐之半導體製造業，於量產後 3年內，再利用率應達 80%

以上，於營運後進行主要產品之生命週期評估，以資源永

續利用（含水資源、物料循環利用等）為原則，朝綠色工

廠為開發導向。 

 

高

雄

園

區 

廢棄物處理應依照高雄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

容及管理局規劃方式辦理，於園區廢棄物處理設施未營運

前，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得交由臺中市烏日、臺

南市永康、高雄市岡山、仁武、屏東縣崁頂垃圾資源回收

(焚化)廠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得交由本洲工業區廢棄物

處理中心、經濟部工業局輔導設置之北區、中區、南區事

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處理，其他不適宜焚化處理之廢棄

物可送往尚有餘裕量之合法掩埋場處置。可資源回收再利

用之廢棄物，請依「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相關規定清運至區外合法機構回收或再利用處理。 

 

橋

頭

園

區 

施工階段承包商須要求廢棄物清運車輛之車斗須設有覆蓋

措施、清運車輛之車體不得有滲漏之情形，且出場前須沖

洗清潔等措施。 

 

含有石綿的建築物於拆除作業，依據內政部頒佈之「建築

物拆除施工規範」，拆除業者應依遵守規範有關拆除石綿應

有之作業環境防塵措施、施工人員防護裝備、施工前勘查

報核、石綿拆除作業及廢棄物處理規定等。 

 

各工廠須設置廢棄物貯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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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頭

園

區 

臺南園區完成廢棄物處理設施量能擴充後，橋頭園區除資

源化外之事業廢棄物，納入臺南園區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臺南園區資源再生中心無法收受之事業廢棄物，進駐事業

須於廠內自行處理，或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39條規定進行

再利用。 

 

進駐之半導體製造業，於量產後 3年內，再利用率應達 80%

以上，於營運後進行主要產品之生命週期評估，以資源永

續利用（含水資源、物料循環利用等）為原則，朝綠色工

廠為開發導向。 

 

2030年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需達 82%。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入區事業各項製程排氣除應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及各行業別排放標準外，並應符合園區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書內容之空污總量管制。 

 

【臺南園區(三期)】 

1、 空氣污染排放量須以 1.2倍比例全額抵減。 

2、 氯化氫及氫氟酸廢氣之空氣污染防制設計採用「源頭分

類、多段式處理」做法，進行妥善分類與密閉收集。 

 

【橋頭園區】 

1、 營建工程使用之施工車輛，須配合環保機關推動之管理

措施要求承包廠商取得自主管理合格標章。 

2、 進駐廠商除低污染產業外，其餘產業的空氣污染物須採

行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含高雄在地廠商擴廠自廠削減)。 

3、 空氣污染排放量須以 1.2倍比例全額抵減，並配合高屏

總量管制計畫之相關規定。 

4、 使用之化學品項目為 IARC 列為 Group 2B 以上之致癌

性物質者，若其排放量比例達園區 10%以上者，須進行

原物料檢討，並採取其他綠色原物料之替代方案或排放

防制措施。 

5、 未來可能使用健康風險主要貢獻物質（如鎳、砷、苯等）

之進駐廠商，須定期追蹤檢測。若該物質監測濃度結果

超過園區健康風險評估之周界濃度監測限值，且與進駐

廠商排放有關，需評估各項風險改善措施，進行污染減

量，或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 

 

【承租土地】 

自建廠房者如係屬「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之適用對象，請依前開辦法採行必要之污染防制措施。 

 

溫
室
氣
體 

進駐廠商需需採取最佳可行技術，經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後

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於營運期間進行增量抵換，抵換

比率每年 10%，連續執行 10年。 

 

【臺南園區（三期）】 

進駐廠商每年需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經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認可之查驗機構查證，以符合國際溫室氣體可

量測、可報告及可查驗方式之基本原則，並須提出溫室氣

體抵減計畫（含抵減量及執行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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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園區】 

1、 採用低碳燃料(如天然氣或替代性生質燃料)替代部份

一般燃料，並加強含氟物質管制與管理、尋求替代物質

或替代製程及二次蒸氣回收使用等措施。 

2、 進駐之半導體製造業，每年需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作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之查驗機構查證，以符

合國際溫室氣體可量測、可報告及可查驗方式之基本原

則，並需提出溫室氣體抵減計畫(含抵減量及執行時程

規劃)；而製程中若確實使用含氟溫室氣體之廠商，需

另承諾於進駐營運後 1 年內完成安裝含氟溫室氣體尾

氣處理設備。 

 

其
他 

環保法令規範之緊急應變措施之標準作業程序。  

【承租土地】 

自建廠房者，施工污染防治措施應遵照下列報告內容及營

建工地逕流廢水削減計畫辦理： 

1、 於臺南園區設廠者：臺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 

2、 於臺南園區(三期)設廠者：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三期

基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3、 於高雄園區設廠者：高雄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書。 

4、 於橋頭園區設廠者：南部科學園區橋頭園區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橋頭園區】 

1、 自建廠房者，需設置臨時滯洪沉砂池、雨水截流溝等。

工區設置洗車臺之清洗廢水先經過沉砂設施初步處理，

再予以排放或回收做為次級用水使用。 

2、 施工區請設立告示牌提醒禁止攀折樹木或漁獵。因工程

進度於夜間施工時，應減少噪音振動及光害影響。非施

工區域之現有次生林及草生灌叢，不予擾動。 

 

注意 

事項 

項次「七、污染防治措施規範事項」之「廢（污）水處理」

部份請於申請使用執照前辦理完成。 

 

九 勞

工

安

全

及

行

政

檢

核

事

項 

勞
動
安
全
衛
生 

1、 請選擇安全衛生優良之營造廠為建廠協力廠商，並於廠

房興建階段即派員督導營造工程之工安業務。 

2、 土建工程如屬勞動檢查法指定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請告知營造協力廠商，依法定期限於使勞工作業前提出

審查申請。 

 

開工營運後如屬勞動檢查法指定之甲、丙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請依法定期限於使勞工作業前提出審查申請。 

 

園區設有工安群組合作之安全衛生促進會，請參加園區安

全衛生促進會。 

 

一
般
行
政 

【承租土地】 

新建廠房申請編訂門牌，應依當地縣市道路命明暨門牌編

訂辦法規定，俟廠房主要結構完成後由房屋所有權人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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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園區】 

廠商建廠基地鄰近若有輸電線路通過或鐵塔存在，在租地

核可後申請建照前，請入區廠商先行提送廠區建築物配置

圖及重機具動線圖予臺灣電力公司嘉南供電區營運處（06-

5053709）審查，俟其核可後行文廠商及管理局建管組，俾

便廠商續辦建照申請。 

 

【承租標準廠房】 

承租標準廠房，對於空調系統通風排氣孔位、對外管線等，

仍請注意檢查處理妥適，以避免豪大雨時，造成滲水損失。 

 

勞
工
行
政 

1、 完成入區公司(或分支機構或工廠)登記後，請依法成立

勞資會議。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請依法訂立

工作規則，報請管理局核備後並公開揭示；僱用勞工人

數在 50 人以上者，請依法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並提撥

職工福利金。 

2、 請至少每 3 個月舉辦 1 次勞資會議，如需實施變形工

時、延長工時，需召開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 

3、 經濟部業於「公司登記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建    

置工作規則線上填報自動檢核系統，初次報核工作規則

之 事 業 單 位 歡 迎 多 加 利 用 （ 網 址 ：    

http://onestop.nat.gov.tw/oss/ossWeb/WorkRuleOn

line/workRuleOnline.do）。 

 

園區設有「臺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臺南園區辦事處」，歡迎

園區事業機構參與。 

聯絡人：王小姐，TEL：(06)505-0322 

 

緊急 

聯絡 

管理局對公共安全事件設有 24 小時緊急通報電話：06-

5051069，本電話會維持暢通之品質，敬請牢記。 

 

十 電子公文 

系統 
1、 申請「國內固定 IP網路」。 

2、 為配合「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請務必使用「經

濟部商工電子公文交換服務系統」收發公文，並可申請

工商憑證附卡（僅授權登入電子公文交換服務系統）專

供電子公文收發使用，欲了解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

部商工電子公文交換服務」、「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

心」等網站，經濟部電子公文系統及工商憑證客服專線

412-1166，本項業務如有疑問請洽秘書室文書科籃碧岑

助理研究員（聯絡電話：06-5051001#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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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科學園區 

 

污染防治計畫書 

 
 

 

 

 

 

 

 

 

 

 

 

 

 
廠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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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基本資料表 

申請目的：□投資申請   □入區設廠   □異地擴廠   □變更 

公司名稱  

負責人  電 話  

連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生產年別 
第一年 

（        ） 

第二年 

（        ） 

第三年 

（        ） 

員工人數    

基 

地 

面 

積 

租地自建 

（m2） 
   

租用廠房 

（m2） 
   

連絡地址  

租地位址  

產業種類 

台南園區： 

□半導體   □精密機械  □光電   □電腦及週邊設備 

□通訊     □生物科技 

高雄園區： 

□半導體   □精密機械  □光電   □電腦及週邊設備 

□生物科技 □通訊、軟體 

備註：1.申請目的為辦理投資申請者，請勾選「投資申請」；已完成租地(廠)程序，擬入區設廠者，請勾選「入

區設廠」；非原地址擴建廠房而於其他地點新設廠房者，則請勾選「異地擴廠」；若為原地擴建廠房

或原廠污染物種類與數量增加者，則請勾選「變更」。 

2.產業種類請參考公司設立登記表或工廠登記證上所登載之產業類別進行歸類，或參照本局投資組

之歸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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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暨原物料資料表 

產品/原物料名稱 月產量/月使用量 備註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產品  □原物料 

備註：原物料中如有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請填寫毒性化學物質資料表（詳見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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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資料表 

廢棄物名稱 月產出量 備註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一般  □有害 

備註：廢棄物之貯存、清理請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及其他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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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資料表 

廢水量（含生活污水）CMD  

廢水中含有以下特殊物質： 

□氫氧化四甲基銨(TMAH)     □氟化物     □碘化物     □重金屬      

□其他物質                                            □無 

備註：1.廢水量之推估請將作業廢水及生活污水水量合併估算。CMD 代表 m3/day、每天立方米。 

2.廢污水應處理至符合園區污水下水道水質排放標準方可納入園區污水下水道，並依規定另案申請

同意納管及下水道聯接使用證明。 

 

廢氣資料表 
項 目 總懸浮微粒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一氧化碳 揮發性有機物 硫酸 

年排放量 

(公噸/年) 
      

項 目 硝酸 鹽酸 氫氟酸 磷酸 氯氣 氨氣 

年排放量 

(公噸/年) 
      

備註：1.請依表中空氣污染物種類分項推估年排放量，且廢氣排放應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 

2.上述排放量為產能滿載下所估算出空污排放量最大值，本局審核後不代表保證核配該最大值給事

業，實際核配量以核發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所載排放量為準。 

 

噪音資料表 

廠區周界噪音（dB）  

備註：科學園區屬第四類噪音管制區，如工廠位於園區周界，則周界之噪音應符合相鄰地區之噪音管制標

準。 

 

毒性化學物質資料表 

毒化物名稱 月使用量 備註 

   

   

   

   

備註：如有使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請填寫本資料表。 



2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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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污染防治計畫書填寫說明 
 

一、 污染防治計畫書為核准入區或變更申請要件之一，核可後即為爾後有關污染防

治檢查作業之重要參考，審核過程絕對保密，為避免資料不全造成審核困擾而

影響投資人權益，請儘可能詳細填寫。 

 

二、 本計畫書依污染物性質分成不同表格，請依產生污染物種類分別填寫。污染物

定義如下：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

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其他廢棄物。 

（三） 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

有污染物之水。 

（四） 廢氣：事業單位作業過程中排入大氣之空氣污染物。 

（五） 噪音：工作場所發生之聲音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六） 毒性化學物質：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分類並公告者。 

 

三、 填寫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環安組（06）5051001 轉 2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