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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處（會後資料） 

1. 本三案涉及開發許可部分，請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案目前正依產業創新條例及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申請

開發許可，完成許可後，進入實質

開發及建築階段。 

2. 案涉廢水、廢道部分請依規定向

本府工務處、水利處提出申請。 
 本案基地變更前屬特定專用區農

牧用地及甲種建築用地，並未涉及

廢水及廢道事宜。 

工務處（會中電話說明） 

1. 請補附建築線指示圖  已向  貴府申請辦理建築線指示。 

2. 有關交通用地部分，請辦理廢道

事宜。 
 本案基地變更前屬特定專用區農

牧用地及甲種建築用地，並未涉及

廢水及廢道事宜。 

農業處 

1. 查案內新園段 2042-000 地號及

2116-0007 地號土地分屬「甲種

建築用地」及「交通用地」，非

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指農業

用地範圍，其變更使用核非本處

審查權責，應請  貴處逕洽前該

各用地主管機關辦理。 

 

2. 案涉土地因位處高雄農田水利

會灌區，應請就所規劃（生活及

工業）污水排放計畫，重新向高

雄農田水利會確認意見（日後本

案究有無使用農業專屬灌排水

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俾

(1) 因慈陽科技製程並無廢水產生，因

此基地內污水僅有生活污水，並無

製程廢水。 
(2) 生活污水經污水專用管線匯集至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後，處理至符合

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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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審查；又據計畫書指出，案內

日後無工業廢水產生，仍請敘明

生活廢污水排放至何處。 

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滯洪沉砂

池，詳開發計畫書 P.3-64 或可行性

規劃報告 P.4-64。 
(3) 依據(1)及(2)之說明，本案放流水為

區內匯集之雨水，並無廢污水對外

排放之情形，亦無使用農業專屬灌

排水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 
(4) 依據高雄農田水利會 99.10.22 會勘

意見「建請高雄縣政府轉函予經濟

部，針對新園糖廠用地變更為工業

區案，有關所有廠區的放流水，能

集中處理，俟符合灌溉水質標準後

再行排放，以提升工業園區的環保

品質」。 
(5) 依據  貴府 99.11.01 府水工字第

0990286671 號函示： 「……將另

以小額採購案簽辦規劃整合 4 塊基

地聯外排水改善事宜。」爰此，本

開發計畫放流水（區內匯集之雨

水）係經由基地外週邊排水設施改

善銜接至縣管營前排水，並無使用

高雄農田水利會之灌排設施。 

3. 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

圖，請標明本案退縮劃設之隔離

綠帶或設施之寬度是否達 20 公

尺以上。（原圖標示不清） 

(1) 本案隔離設施或隔離綠帶寬度達

20 公尺以上： 
A. 基地南側臨台 28 線部分由外向內

依序為 11.5 公尺隔離綠帶及 10 公

尺隔離設施。 
B. 其餘部分由外向內依序為 10 公尺

隔離綠帶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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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修正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P.35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圖標示。 

4. 案內於隔離帶區間內因劃有「滯

洪沉砂池」，有關開發工業區所

設置之沉砂滯洪池得否納入隔

離設施項目及寬度計算，業經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97 年 11 月 6 日

農企字第 0970155085 號函釋示

有案（如附件影本），準此，仍

請本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下

次送審時一併查復申請人所設

置之沉砂滯洪池「是否屬興辦工

業區所設污水處理廠或廢棄物

暫存場之必要設施或附屬設

備」，俾憑審查。 

(1) 本案滯洪沉砂池係依據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22 條：

「……以一百年發生一次暴雨強

度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施， 以
阻絕因基地開發增加之逕流

量……」，以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第 94 條：「滯洪設施係指具有降低

洪峰流量、遲滯洪峰到達時間或增

加入滲等功能之設施」所設置。 
(2) 據此，滯洪沉砂池係蒐集雨水，絕

非屬「興辦工業區所設污水處理廠

或廢棄物暫存場之必要設施或附

屬設備」。 

水利處下水道工程科 

1. 申 2（技師簽證項目）：請依據下

水道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委託

登記開業專業技師（環境（衛生）

工程、土木或水利科之工業技

師）辦理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

監造工作，本案請修正相關技師

簽證項目，將「下水道」納入。 

 本案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已委託專業技師簽證，並於將

「下水道」部分納入簽證項目中。 

2. 有關 3 家公司生活污水量推估請

依據 98.05.27 最新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使用人數、污水量及水質

參考表推估；另外，地下水入滲

量亦請依「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

手冊」推估。 

(1) 本案生活污水量已依據98.05.27最
新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

數、污水量及水質參考表推估，詳

見 P.3-64 生活污水量。 
(2) 本案地下水入滲量業依「污水下水

道管線設計手冊」推估，詳見 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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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入滲量。 

3. 本案 3 家公司之基地面積皆達二

公頃以上，依下水道法及其施行

細則規定，應分別設置專用下水

道，並於設計及竣工階段依規定

送本府辦理其設計及竣工審

查，且其設計亦請遵照下水道相

關指南、標準及規範辦理。 

(1) 本案業依下水道法及其施行細則

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 
(2) 該專用下水道設計及竣工階段將

依規定送  貴府辦理其設計及竣

工審查，且其設計亦請遵照下水道

相關指南、標準及規範辦理。 

4. 本工業區專用下水道，請依下水

道法第 8 條……新開社區、工業

區之專用下水道（含管線及處理

廠），由各該機關或機構建設、

管理。 

 本工業區專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

業人慈陽科技建設及管理。 

水利處水利工程科 

1. 請相關申設單位應妥適規劃基

地內排水逕流量，避免造成基地

外排水負荷，造成溢流。 

(1) 本案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94 條：「滯洪設施係指具有降低洪

峰流量、遲滯洪峰到達時間或增加

入滲等功能之設施。」及《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22
點：「基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

級集水區，以二十五 年發生一次暴

雨產生對外排放逕流量總和，不得

超出開發前之逕流量總和。並應以

一百年發生一次暴雨強度之計算

標準提供滯洪設施，以阻絕因基地

開發增加之逕流量……」等相關規

範，規劃基地內排水逕流量及滯洪

沉砂池設施。 

(2) 本案於規劃過程已考量區內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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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狀況，不會造成基地外排水負

荷，造成溢流。 

2. 基地外週邊排水改善銜接至縣

管營前排水部分，依 99.10.26 會

議結論（如後附件），另案辦理

規劃中。 

(1) 依據「99.10.26」會議結論（貴府

99.11.01 府水工字第 0990286671
號函）辦理。 

(2) 本案已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等相關規範，規劃基地內排水

逕流量、排放位置及相關水文資

料。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有關開發計畫之預審） 

(1) 申請書部分： 
A. 未檢附申請人委託設計人之委

託書。 

(1) 
A. 申請人委託設計人之委託書已檢

附於開發計畫書 P.附 13。 

B. 請檢附設計人之公司變更登記

表。 
B. 設計人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已檢附

於開發計畫書 P.附 16～P.附 18。 

C. 請檢附廢棄土棄置同意書（若無

廢棄土，仍請說明）。 
C. 為配合區外台 28 線之高程，以利

基地進出之便利，預計於整地階段

將基地全面填高至 24.75m，整地

工程共需購入土方量 35,290.22 立

方公尺。另，本案並無廢棄土。 

D. 請取得用地變更前之主管機關

同意書。 
D. 本案現為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

開發計畫書預審階段，「取得用地

變更前之主管機關同意書」需待相

關單位審查過後方可辦理。 

E. 地籍圖比例過小，無法查明申請

範圍。 
E. 地籍圖已更新，詳 P.附 21～P.附

22。 

F. 請技師簽證項目請加蓋執業戳

記章。 
F. 本案相關技師已於檢附之相關技

師證件影本加蓋執業戳記章及技



附件三  歷次審查意見答覆暨辦理情形 

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開發計畫預審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預-18 － 

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師簽章。 

G. 附 53 頁一般廢棄物同意處理文

件逾期。 
G. 一般廢棄物同意處理文件已更新為

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98.12.17 高

縣環岡字第 0980051037 號函，有效

期限至 100.12.31 止，詳 P.附 53。 

H. 附 82 頁公路兩側禁限範圍請釐

清（現況 22 米，計畫 25 米）。 
H. 台 28 線公路兩側禁限範圍詳 P.聯

-16 建築線指示圖。 

I. 請檢附建築線指示圖，以釐清對

外之聯絡及聯外道路寬度及位

置。 

I. 建築線指示圖詳 P.聯-16。 

(2) 審議規範條文： 
A. 審議規範條文辦理情況，請註明

檢討內容之頁次。 

(2)  
A. 已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條文辦理情況註明檢討內容之

頁次。 

B.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工業區開發計畫第一點請

說明申請面積小於 10 公頃的原

因。 

B.  
a. 本案申請面積係慈陽科技考量公

司未來產業發展、市場發展趨勢及

公司產能之成長幅度，推估所需廠

房及相關作業所需之作業（廠）場

所用地面積，再加上依《產業創新

條例》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等相關法規報編工業區所

需劃設之空地、隔離設施等面積劃

設而來，基地總面積為 98,037 平方

公尺。 
b.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第八編第 1 點：「非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工業區面積不得少於十

公頃。但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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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定申請開發者面積從其規

定……」。依據經濟部 99.09.06 經

工字第 09904605540 號函示：「產

業創新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

稱達一定規模土地，位於都市計畫

範圍外者，指土地面積在五公頃以

上，如其位屬山坡地範圍內者，應

在十公頃以上。」《產業創新條例》

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續行法

規，爰此本案規劃面積 98,037 平方

公尺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之規範。 

C.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工業區開發計畫第七點隔

離設施寬度與計畫書不符。 

C.  
a. 本案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專編第八編工業區開發計

畫第 7 點：「工業區周邊應劃設二

十公尺寬之隔離綠帶或隔離設

施，並應於區內視用地之種 類與相

容性，在適當位置劃設必要之隔 離

綠帶或隔離設施。」劃設隔離綠帶

或隔離設施。 
b. 基地南側臨台 28 線部分由外向內

依序為 11.5 公尺隔離綠帶及 10 公

尺隔離設施。其餘部分由外向內依

序為 10公尺隔離綠帶及 10公尺隔

離設施。據此，本案之隔離綠帶或

隔離設施合計至少有 20 公尺寬。 
c. 本基地並未緊臨特定農業區農

地，本案設置之隔 離綠帶或隔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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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均符合法規之規範。 

D. 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專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十

六點檢附取棄土計畫書及相關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D. 取土計畫及相關資料已納入開發

計畫書第 5 章第 2 節之說明，原高

雄縣政府建設處土管科已於

99.12.01 會議紀錄（高雄縣政府

99.12.15 府建工字第 0990332051
號函）表示：「因土方來源為本府

核准之合法土資場，建設處土石管

理科同意其取土計畫。」詳 P.聯-4。 

建設處（工商服務科） 

1. 本三案須俟工業園區各種用地

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正式公佈

實施後，才能就規劃之各種用地

用途及使用情形予以審查。 

 

2. 本三案所附台糖公司土地變更

編定同意書上所載地號、同意變

更面積等資料，與申請書資料不

符，請補附其他佐證資料。 

2.  
(1) 已更新申請書等相關資料。 
(2)  
A. 因地籍整理，本計畫區原包含高雄

市路竹區新園段 2041-1、2041-3
內、2042、2043、2043-1 及 2116-7
內，共六筆土地，變更為同段

2041-1 內、2042、2043 及 2116-7
內，共四筆土地。 

B. 申請書檢附之土地登記簿謄本（P.
附 23～P.附 25）之其他登記事項可

佐證地籍整理前後地號之關係。 
C. 另因 2116-7 地號現況已位於台 28

線且其使用地類別已屬交通用

地，並無辦理用地變更之必要。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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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此，本計畫申請用地變更之地號為

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 2041-1 內、

2042 及 2043，共三筆土地，面積

98,037 平方公尺。 

3. 有關本三案產業用地及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之計算，請於基地全

區土地使用內容表中加註，以供

核算是否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之規定。 

3. 本案已於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

表中加註，以供產業用地及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計算之用。 

4. 有關本三案中道路主管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部分進出

道路係使用私人（台糖公司）之

土地，請另附土地同意提供通行

之同意書。 

4. 本案聯絡及聯外道路為台 28 線及

高 12 線，並未使用私人（台糖公

司）之土地，無需檢附土地同意提

供通行之同意書。 

5. 有關本三案中排水主管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部分案件

排水係使用私人（台糖公司）之

土地再排放至區域排水，請另附

土地同意提供排水之同意書。 

 有關本案基地外週邊排水設施銜

接至縣管營前區域排水部分，業經  
貴 府 99.11.01 府 水 工 字 第

0990286671 號函示：「……將另以

小額採購案簽辦規劃整合4塊基地

聯外排水改善事宜。」 

6. 鑑於非都審議前需有變更前用

地主管機關之同意，故請將附於

開發計畫之農地變更使用說明

書移至可行性規劃報告。 

 已將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移至可

行性規劃報告之附件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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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雄縣政府 99.12.15 府建工字第 0990332051 號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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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地政處（書面意見） 

1. 本三案涉及變更編定部分，屆時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案目前正依《產業創新條例》及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申請開發許可，完成許可後，

進入實質開發及建築階段，屆時將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2. 另慈陽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9 年 10 月開發計畫書申請土地

列有路竹鄉新園段 2116-7 地號

土地（編定為交通用地），俟後

補正所送開發計畫書，無列該筆

地號土地，請釐清。 

 據  貴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測定

（於申請建築線指示圖（如本答覆

附件一 P.聯 16）過程中）界位置顯

示，2116-7 地號現況已位於台 28
線；且因其使用地類別已屬交通用

地，並無辦理用地變更之必要。爰

此，本計畫申請用地變更之地號為

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 2041-1 內、

2042 及 2043，共三筆土地，面積

98,037 平方公尺。 

工務處 

 無本案相關審查意見。   

農業處（會後書面意見） 

1. 本案因開發土地面積達分區變

更規模，仍請申請人取得本案用

地相關「是否符合農地資源空間

規劃之農地資源利用原則」及

「有無使用特定農業經營地區

或農漁業生產專區土地」之查復

公文，俾憑審查。 

1. 經查詢本案基地非屬農委會農糧

署及漁業署網站公告之專業生產

區範圍內。 
2. 依據高雄縣政府99.12.15府農務字

第 0990323159 號函，本案之農地

資源配置結果位於其他作物適宜

地區，詳附件二 P.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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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3. 本案基地非位於政府核定之養殖

漁業生產區，詳高雄縣政府

99.12.13 府農漁字第 0990325032
號函（本答覆附件三 P.聯 18）。 

2. 「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以下

簡稱說明書）內容仍有遺漏，請

依下列補正： 
A、案涉土地位處高雄農田水利會

灌區，應請就所規劃（生活及工

業）污水排放計畫，向高雄農田

水利會確認意見──日後本案

究有無使用農業專屬灌排水系

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俾憑審

查。 

1. 本案無使用高雄農田水利會之農

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廢汙水排放

使用。 
2.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總編第 30 點規定，本案採雨

污水分流方式處理，基地內設置生

活污水處理設施。生活污水經污水

專用管線匯集至生活污水處理設

施後，處理至符合環保署之「放流

水標準」後，作為廠區澆灌用水，

並未排入滯洪沉砂池，詳開發計畫

書 P.3-64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64。 
3. 本案放流水均為區內匯集之雨

水，經滯洪沉砂池排放至區外排水

系統。該區外排水系統由   貴府

施作，所需經費不足部分慈陽科技

將依本會議結論八、（二）辦理。 
4. 業經高雄農田水利會99.12.22高農

水管字第 0990011881 號函確認，

本案無使用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

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詳本答覆附

件四 P.聯 19。 

水利處（水管科） 

 詳查核表，餘無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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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處（水工科） 

 有關本案區外排水系統之規

劃，因年底將屆，預算不足，故

預定於明年辦理。 

 

水利處（下水道工程科） 

1. 3 家公司之可行性規劃報告，對

本科 99.10.26 審查意見之答覆／

辦理情形，請將修正處是詳見

「可行性規劃報告」或「開發計

畫書」說明清楚，並將文字誤植

處修正，以利查閱（例如：1、….，
並於將「下水道」部分納入簽證

項目中。請修正為並已將「下水

道」部分納入簽證項目中，詳見

開發計畫書申 2；4、本工業區專

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業人英鈿

工業建設及管理。請修正為本工

業區專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業

人英鈿工業建設及管理，詳見開

發計畫書P5-2

 將依據審查意見修正相關答覆／

辦理情形之說明。 

）。 

2. 3 家公司之開發計畫書之總進流

污水量，應為生活污水量及地下

水入滲量之合計

 總進流污水量，應為生活污水量及

地下水入滲量之合計。本案生活污

水量為 10.5CMD，地下水入滲量

為 1.575CMD，總進流污水量為

12.075（＝10.5+1.575）CMD，已

修正於開發計畫書第三章 P.3-64，
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四章

P.4-64。 

，請修正總進流

污水量數據。 

3. 慈陽公司之可行性規劃報告  基地水文圖之排水流向已修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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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93，基地水文圖之排水流向請

標示清楚。 
開發計畫書第五章 P.5-3，以及可

行性規劃報告第四章 P.4-93。 

4. 慈陽公司之可行性規劃報告

P5-2 文字內容，請將「生活污水

處理設施」修正為「專用下水道

（含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另

P6-1，請將「專用下水道（含生

活污水處理設施）」納入第一期

建廠階段辦理。 

1. 已將「專用下水道（含生活污水處

理設施）」修正於開發計畫書第四

章 P.4-2，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

五章 P.5-2。 
2. 「專用下水道（含生活污水處理設

施）」屬於第一期建廠階段時完成

全區基礎設施部分，已修正於開發

計畫書第八章 P.8-1，以及可行性

規劃報告第六章 P.6-1。 

5. 慈陽公司之開發計畫書 P3-65，
表 3.3.3，生活放流水標準請增加

「真色色度」。 

 已將「真色色度」納入於開發計畫

書第三章 P.3-65 表 3.3.3 生活污水

放流水標準，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

第四章 P.4-65 表 4.3.3 生活污水放

流水標準。 

6. 3 家公司若有類似以上審查意見

之問題，亦請一併檢討修正。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甲建上有地上物，若為合法建築

物，本案核准後請依規定申請拆

除執照。 

 已於開發計畫書第三章 P.3-1，以

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四章 P.4-1 載

明，「台糖新園農場辦公室為合法

之建築物，本案核准後將依規定申

請拆除執照」。 

建設處（土管科） 

 有關兩案（慈陽及天聲鋼鐵）工

業區開發涉及取土計畫部分，因

土方來源為本府核准之合法土

資場，建設處土石管理科同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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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計畫。 

 整地工程實際需構土數量計算

有誤，請再查明修正。 
 未檢附土石方資源堆置場供土

同意書。 

1. 本案取土數量為 35,290.222（＝

13,404.69＋21,885.53）立方公尺，

已修正於開發計畫書第五章

P.5-36，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四

章 P.4-126。 
2. 土石方資源堆置場供土同意書已

納入開發計畫書壹、申請書 P.附
63，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附件二 P.
附二-15。 

1. 以上項目均於開發計畫書審查過程說明，開發計畫書業於 100.09.28
核定通過。 

2. 以上各項說明之章節頁數均依照開發計畫書核定內容修正。 

建設處（工商服務科） 

(1) 下列事項請於日後核定編定工

業園區前提送定稿本時修正： 
A. 貴公司答覆 99 年 10 月 22 日路

竹鄉公所意見（3）部分，所謂

證明文件為何？請補正。 

 該建物 54 年 11 月興建完成，並無

使用執照，爰此檢附房屋稅籍證明

作為本建築物之合法證明文件，詳

開發計畫書壹、申請書 P.附 69～P.
附 73，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附件二

P.附二-21～P.附二-25。 

B. 本案區外排水若要使用政府開

闢之排水設施，應有政府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本次會議

對此已有決議，請將本次會議紀

錄作為政府機關同意配合設置

排水系統之同意文件。 

 

C. 1-1 頁，所述相關事業機構同意

文件中各項目並非同意配合設

置之文件，請修正。（其中事業

1. 相關事業機構同意文件已由可行

性規劃報告第一章移至該報告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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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進場處理乙項所附資料

並非本案之資料。） 
2. 廢棄物進場處理資料為慈陽科技

現有工廠之資料，待本案完成開發

正式營運後，將比照現有工廠之模

式與合法清運業者簽訂清運協定。 

D. 2-16 頁，產業用地比例應為

74.84% ， 尚 符 法 規 規 範

（>=60%），請修正。 

 本案之產業用地為產業用地

（一），其比例應為 66.68%，已修

正於可行性規劃報告第二章 P.2-15
及 P.2-16。 

E. 2-16 頁，本案若無產業用地

（二），請於表 2.5.1 中產業用地

請註明產業用地（一）。 

 已於可行性規劃報告表 2.5.1 中產

業用地請註明產業用地（一）。 

F. 依法規應設置之空氣品質監測

設施、廢水、廢棄物處理廠用地

之圖面資料，請補附於第五章產

業園區之環保設施設置情形。 

 相關環保設施設置之圖面資料，已

補附於開發計畫書第四章 P.4-3，
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五章 P.5-3。 

(2) 有關農業處須本處釐清沉砂滯

洪池之問題，依據可行性規劃報

告第四章污水處理計畫及廢棄

物處理計畫兩節，本案沉砂滯洪

池非屬污水處理廠或廢棄物暫

存廠必要之設施或附屬設施。 

 

 慈陽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區外排水系統施作所需經

費負擔部分（包括工程經費及台

糖土地使用費等相關費用），本

公司同意若相關回饋金不足支

應時，由使用業者依產業園區面

積比例分擔。 

 本公司同意若相關回饋金不足支

應時，由使用業者依產業園區面積

比例分擔。 

 



附件三  歷次審查意見答覆暨辦理情形 

可行性規劃報告及開發計畫書聯合審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聯-15 － 

附件一 



附件三  歷次審查意見答覆暨辦理情形 

可行性規劃報告及開發計畫書聯合審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聯-16 － 

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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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及開發計畫書聯合審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聯-17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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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及開發計畫書聯合審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聯-18 －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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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及開發計畫書聯合審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聯-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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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歷次審查意見答覆暨辦理情形 

可行性規劃報告經濟部備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備-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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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經濟部備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備-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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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經濟部備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備-4 － 

 



附件三  歷次審查意見答覆暨辦理情形 

可行性規劃報告經濟部備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備-5 － 

慈陽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報編產業園區案 

經濟部備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一） 本部 99 年 10 月 21 日經授

工字第 09920417210 號函（諒達）

略以，依產業創新條例設置產業園

區，應先行確認產業需求，及鄰近

確無適當之既有產業用地可供利

用。本案屬興辦產業人申請設置產

業園區，已符合前述產業需求之要

件，至鄰近確無既有產業用地可供

利用一節，則應補充說明；另 貴

府爾後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或審

查產業園區設置案件時，應要求申

請單位將本部工業局 100 年 9 月

22 日工地字第 10000939580 號函

（諒達）所附表二、表三納入可行

性規劃報告中。 

1. 本案既有產業用地可供利用之調查

資料已補充相關資料，詳 P.2-12～

P.2-17。 

2. 有關經濟部工業局 100 年 9 月 22 日

工地字第 10000939580 號函所附表

二、表三已納入報告書中，詳 P.2-12

～P.2-17。 

（二）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規

定，產業園區內應規劃一定比例之

產業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惟本案

可行性規劃報告第 4-8 頁所述無需

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之用語與產業

創新條例規定不符，應予修正。 

 已修正於可行性規劃報告，詳 P.4-8。 

（三） 本案可行性規劃報告所附

地籍圖似非正式文件，請洽當地地

政單位申請地籍圖。 

 已修正於可行性規劃報告，詳 P.申 2

～P.申 3。 

（四） 綜上，請 貴府依本部意見

妥處，再依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

第 6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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