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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發緣起及簡介 

第一節 開發緣起 

一、開發目的 

（一） 計畫緣起 
國峰公司主要從事肥料製造業，專業生產有機質肥料。

為提升包裝及製程的專業技術，並積極投入新能源產業從事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以蓖麻籽為原料壓榨生產蓖麻原料油

與蓖麻潤滑基礎油，蓖麻潤滑基礎油可作為石化潤滑油的一

種替代品，可廣泛用於汽車發動機、航空航太用潤滑油、機

械設備液壓油，以可再生能源來替代有限的石化資源。 

為執行本計畫遂向台糖公司承租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

2012 地號土地（約 5.8 公頃）作開發擴廠使用，並依《產業

創新條例》規定以單一興辦工業人申請變更編定為工業區。 

（二） 計畫目的 
農業科技的進步及經營的現代化，化學肥料和農藥使農

產量大增，品質大幅提升，但長期大量施用化學肥料及農藥，

使土壤產生酸化、鹽化現象，病蟲害天敵減少及抗藥性產生，

也帶來了農藥殘留問題。近 30 年國際間積極倡導減少化學肥

料的使用，多施用綠色肥料—有機質肥料，而國峰公司，創

立於 1987 年，為台灣首位採用有機質肥料之製造廠。以農大

黑綠旺系列供應台灣農業使用，並積極針對有機質肥料研發

改良。有機質肥料能有效回饋農田，改良土壤性質以提升農

田地力，並減少廢棄物對環境之衝擊，並有利於有機農業之

推廣。 

未來國峰公司除肥料製造外，擬積極投入新能源產業之

生產，因蓖麻是較為理想的替代石油的油料作物，也是改良

土地、改善生態環境的首選作物。蓖麻油之生產及應用有助

於推廣蓖麻種植，既能有效利用邊際性土地，如鹽鹼地、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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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山坡地，還可以加快實現生物質能源產業向非糧能源

作物為主要原料轉型，對於推動生物產業健康發展、調整農

業種植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發展農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 
本案開發擴廠後擬提升有機質肥料產量及產能，並引進

新能源產業（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提升有機質肥

料產量可促使農民多加施用，有機質肥料的施用可有效增加

土地肥力，去化廢棄物存量，有助於國內農業生產及有機農

業推廣；另引進新能源產業（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

油），除可做為理想的替代石油的油料作物，同時蓖麻之栽種

也可用於改良土地、改善生態環境，有效利用邊際性土地等。

本計畫進駐後亦可加速當地經濟產業發展，並提供當地就業

機會，減少人口外流，進一步促進產業繁榮。惟本公司現有

工廠空間使用率已達飽和，為配合有機質肥料訂單需求及考

量新能源產業的經營策略下須另闢新廠做生產使用，故特別

制定未來發展經營目標，目的為使： 

1. 尋找一合法經營、區位適當之工廠用地作為開發擴廠使

用，期望企業能永續經營，持續成長，為員工提供一個安

定舒適的工作環境，及謀取最大的福利 
2. 積極投入資源再生及綠能產業，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盡

一點企業責任。 

二、使用性質 
（一）本案係國峰公司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33 條規定以單一興辦

工業人申請變更編定為工業區，土地使用規劃有：國土保安

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滯洪沉砂溝）、丁種建築用地（供

興建行政大樓、廠房、警衛室、員工宿舍及其他建築等）。 
（二）本廠將從事肥料製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專業產銷有

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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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司沿革及現況 

一、公司簡介及營運策略說明 

（一）公司簡介 
西元前 900 年開始，人類就懂得施用糞肥，但成效有限，

飢荒仍不時發生，1840 年德國人尤斯圖斯·馮·李比希 Justus 
von Liebig 才首次發現植物所需的化學養分，是化學肥料的開

端，農業產量大增，從此人類飢荒問題開始大幅減少。農大

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987 年核准設立，農大黑綠旺有機質肥

料逐漸展露頭角，農業肥料逐漸由全面化學肥料的使用，轉

換為了保養土壤而使用有機質肥料。1993 年農大工廠地址變

更，公司也由「農大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更改為「長旺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且並積極針對有機質肥料進行新的改

良，且仍以農大黑綠旺系列行銷。2011 年「長旺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再次更名為「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

峰系列的新型肥料啟動，並搭配農大黑綠旺系列傳統有機質

肥料行銷。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資料，國峰公司之肥

料於 92 年度初次入選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至今已

有近十種肥料種類列入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中。 
未來三年國峰公司將針對有機質肥料生產自動化做製程

上的改善，並從事生產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之其他

化學製品製造業。綠色能源是世界未來趨勢，國峰公司將與

亞洲綠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策略聯盟，提供專業的綠能作物

品種種苗，種植諮詢與產業鏈連結分析。 
（二）營運策略 

1. 生產管理 
提升生產技術、製程能力與自動化程度，以提高生產力，

並控制生產成本。 
2. 行銷管理 

搭配農大黑綠旺系列傳統有機質肥料行銷，推動國峰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3%9E%E8%82%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A4%E6%96%AF%E5%9C%96%E6%96%AF%C2%B7%E9%A6%AE%C2%B7%E6%9D%8E%E6%AF%94%E5%B8%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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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肥料市場，廣設行銷據點，提高市場佔有率。 
3. 研發管理 

研發改良國峰新型肥料製程與技術，以及產品實際應用

途徑，拓展產品的應用範圍與使用產業，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擴大利潤。 
開發新能源產業，以蓖麻籽為原料生產蓖麻原料油與蓖

麻潤滑基礎油，蓖麻潤滑基礎油可作為石化潤滑油的一種替

代品，用於汽車發動機、航空航太用潤滑油、機械設備液壓

油，以可再生能源來替代有限的石化資源。 
4. 人力資源管理 

積極招募人員，並加強整體規劃性的教育訓練，培育各

類專業人才。 
定期舉辦員工教育訓練課程，並安排員工參加各學術及

專業機構所舉辦之研討會，以累積知識資源。國峰公司亦實

施員工入股制度，讓員工除了能享受到公司經營的成果外，

亦能凝聚對公司之向心力及使命感。 

（三）營運據點 
國峰公司現有工廠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674 號，主

要供應全國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及農會所屬各銷班均

銷售本司之有機質肥料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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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組織 
未來本工業區之營運與管理，將依相關法規並參照現有模

式，於本公司現行營運管理組織中，另外成立專責部門執行，

以維護本工業區之各種機能與周圍環境融合，如圖 1.2.1 營運管

理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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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廠現況說明 
本公司現有工廠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674 號，廠地面

積約 2 公頃，主要從事有機質肥料生產，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標號表之產業類別屬肥料製造業，現有員工人數 15 人。

未來新廠完成後將以有機質肥料後段製程（篩選、混合及造粒

等）、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製程為主，而現有工廠仍繼

續營運生產有機質肥料，主要以有機質肥料前段之堆肥發酵製

程為主，可提供新廠（有機質肥料後段製程）作原料使用，現

有工廠之產品類別與產值說明如下： 
（一）產品類別：有機質肥料（產品代碼 180375） 

屬肥料製造業（行業別代碼 1830），本公司以生產有機

質肥料之植物渣粕肥料、雜項堆肥及混合有機質肥料等為主。 
(1)成份： 

本品全氮（N）及全磷（P2O5），或全氮及全氧化鉀

（K2O）之合計含量應在 6.0%以上；其個別成分含量應

在 1.0%以上。如登記含有機質者，其含量以全量計之。 
(2)適用範圍： 

本品適用於以未添加化學肥料或礦物之植物渣粕肥

料、動物廢渣肥料、魚廢物加工肥料、副產動（植）物質

肥料等有機質肥料混合而成之肥料。 
(3)性狀：為固態。 
(4)有害成分： 

本品以每含 1.0%全氮量計，砷含量（以 As 表示）不

得超過 0.01%，鎘含量（以 Cd 表示）不得超過 0.00008%。 
(5)限制事項：不得混入化學肥料、礦物等。 

（二）產值與市場 
國峰公司現有生產有機質肥料，年產量為 15,000 公噸，

單價為 4 元/公斤，平均年產值為 0.6 億元，主要供應全國經

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及農會所屬各產銷班均銷售本司之

有機質肥料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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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品類別及設備配置規劃 

一、產品類別 
本案開發擴廠後將從事肥料製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造

業，專業生產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 

（一）肥料製造業（行業別代碼 1830） 
1.有機質肥料（產品代碼 180375） 

本公司主要以生產有機質肥料中之植物渣粕肥料、雜項

堆肥及混合有機質肥料等為主，詳 P.1-6。 
（二）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行業別代碼 1990） 

1.蓖麻原料油（產品代碼 080073） 
以蓖麻籽為原料，經壓榨後為蓖麻原料油，另壓榨後產

生之蓖麻粕可作為有機質肥料之原料。預計於開發建廠完成

時進行生產。 
2.蓖麻潤滑基礎油（產品代碼 080073） 

將蓖麻原料油經酯化、聚合及純化等程序後為蓖麻潤滑

基礎油，可供客戶做基礎油另添加各種添加劑調配為各種潤

滑油產品。預計於本案開發建廠完成第四年進行生產。 

表 1.3.1  主要產品用途說明表 

產品項目 產品細項 用途說明 

有機質肥料 
物渣粕肥料、雜

項堆肥及混合有

機質肥料 

適用於以未添加化學肥料或礦物之植物渣粕

肥料、動物廢渣肥料、魚廢物加工肥料、副

產動（植）物質肥料等有機質肥料混合而成

之肥料。主要供應全國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

農會，及農會所屬各產銷班均銷售本司之有

機質肥料等需求。 

蓖麻原料油 
屬未經精製的初級油，可供應國內下游廠商

作為精煉油之原料，亦可作為本工業區生產

蓖麻潤滑基礎油之原料。 

蓖麻潤滑基礎油 
產品以供客戶做基礎油為主，添加各種添加

劑調配為各種潤滑油產品，亦可提供作生質

燃料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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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料、製程及產品說明 
（一）肥料製造業（行業別代碼 1830） 

1.有機質肥料（產品代碼 180375） 
原料可分為進口原料及國產原料，進口原料為花生粕、

菜籽粕、篦麻粕、椰子粕、棕櫚粕等；國產原料包括木屑、

酒粕、肉粉、氨基酸等，預計每年約需 30,000 公噸之原料，

另蓖麻籽壓榨後殘餘之蓖麻粕，亦可作為肥料原料。製造流

程包括篩選、原料混合、粉碎、造粒、乾燥及冷卻等，本製

程於開發建廠完成後進行生產，詳圖 1.3.1 產品製造流程圖。 
肥料之堆肥發酵製程中易產生刺鼻氣味，如本公司現有

工廠（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674 號，廠地面積約 2 公頃），主

要生產有機質肥料，製程包含堆肥發酵程序，堆肥過程會產

生熱並除去濕氣，使大塊狀有機廢棄物降解成含有養分、腐

植質以及微生物的土壤般有益物質，為避免堆肥產生刺鼻氣

味可藉由翻堆頻率保持通風及良好的空隙度而予以控制。 
本計畫以有機質肥料之後段篩選、混合、造粒等製程為

主，並無進行發酵製程，故不會產生如現有工廠生產時之刺

鼻氣味。本基地採用發酵後的肥料半成品作為有機質肥料原

料，再配合廠區內良好通風管理，故營運後產生味道輕微，

應可將對周邊居民之干擾降至最低。 
（二）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行業別代碼 1990） 

1.蓖麻原料油（產品代碼 080073） 
原料為蓖麻籽，來源以收購為主，可分為國內收購及國

外收購，國內部分以屏東縣蓖麻生產合作社為主，而國外部

份將自東南亞巴基斯坦等種植國家進口。製造流程以冷壓為

主，壓榨後殘餘之蓖麻粕可作為有機質肥料原料。本製程於

開發建廠完成時進行生產，詳圖 1.3.1 產品製造流程圖。 
2.蓖麻潤滑基礎油（產品代碼 080073） 

原料為蓖麻原料油，製程包含酯化、聚合及純化等程序。

本製程預計於開發建廠完成第四年進行生產。詳圖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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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備配置及動線規劃 

（一）廠房內生產區域規劃及設備配置說明 
本案開發擴廠後專業生產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

麻潤滑基礎油，規劃於基地內之兩棟廠房內，廠房面積及生

產區域規劃分別說明如下： 
1. 廠房Ⅰ： 

面積 11,442 平方公尺，生產製程為有機質肥料後段製程。

肥料原料以收購為主，可分為進口原料及國產原料，每期收

購後需分類存放於廠房內，故需規劃較大分類儲存空間，又

本產品主要提供國內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約 150
處）、產銷班（約 500 處）、合作社（約 100 處）、鄉公所（約

30 處）及其他零售商訂購，依訂購單分次出貨，淡季時需

有足夠的成品儲存空間放置，故本案規劃 6,500 平方公尺區

域儲放原料、成品及其他物料，另本項製程引進之生產自動

化設備，有別於傳統堆肥製造方式，所產出肥料品質穩定，

並有效提高生產效率，設置空間約需 1,800 平方公尺，其餘

空間則規劃為廠房內廁所、發電機室及通行空間使用。 

本廠內規劃粕類倉儲區、物料區、造粒區、包裝區及待出貨

區等，其中新增機械設備有篩選混拌機、破碎機、包裝機及

造粒烘乾機等，皆採用國產機械，配置於造粒區及包裝區，

另廠內運輸機具為鏟土機，採用自國外購入之機具，詳表

1.3.2 機械設備明細表及圖 1.3.2 機械設備配置及生產動線

圖。 

2. 廠房Ⅱ： 
面積 13,464 平方公尺，生產製程為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

基礎油製程，主要原料為蓖麻籽，來源以收購為主，每期收

購後統一存放於廠房內，因收購量較大，故需規劃較大儲存

空間，又本產品主要提供國內外潤滑油製造商訂購，訂單量

大時需有足夠的成品儲存空間放置油品，故本案規劃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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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區域儲放原料、成品、空桶及其他物料，另本項製

程引進之冷壓式榨油機及儲存槽設置空間約需 2000 平方公

尺，而蓖麻潤滑基礎油設備設置空間約需 2,400 平方公尺，

該空間將於營運後第四年才會使用，故前期可做為臨時堆置

區使用，其餘空間則作為廠房內通行空間。 

本廠內規劃蓖麻籽儲存區、物料區、榨油區、儲存槽、油品

精製區、油品及空桶儲存區等，其中新增機械設備有冷壓式

榨油機及蓖麻潤滑基礎油生產設備，皆採用國產機械，配置

於廠房內西側榨油區、儲存槽及油品精製區，詳表 1.3.2 機

械設備明細表及圖 1.3.2 機械設備配置及生產動線圖。 

表 1.3.2  機械設備明細表 

廠房 
新增 

機械設備名稱 
數量 

機械設備來源 

(國產或外購) 
建置期程 產品 

廠房Ⅰ 

篩選混拌機 1台 國產 

一次建置 
有機質 

肥料 

破碎機 1台 國產 

造粒烘乾機 1套 國產 

包裝機 2套 國產 

鏟土機 2台 外購 

廠房Ⅱ 

榨油機 1套 國產 一次建置 
蓖麻 

原料油 

蓖麻潤滑基礎油 

生產設備 
1套 國產 

營運後 

第四年建置 

蓖麻潤滑 

基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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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房內生產動線說明 
1. 廠房Ⅰ： 

肥料原料進場後先依類別分別儲放於粕類倉儲區後，利用鏟

土機運送至造粒區進行篩選、混拌程序，再經由破碎為粉狀

後，進入造粒、烘乾程序，待達成品標準後再送至包裝區進

行分裝，完成後再統一放置於待出貨區，詳圖 1.3.2 機械設

備配置及生產動線圖。 
2. 廠房Ⅱ： 

主要生產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本案開發擴廠後先

進行蓖麻原料油之生產，待營運後第四年再引進精製設備，

進行蓖麻潤滑基礎油之生產，分別說明如下： 
(1) 蓖麻原料油 

原料進廠後放置於蓖麻籽儲存區，利用運具送至榨油機以冷

壓方式壓榨，壓榨後產生之初級油即為成品，屬未經精製的

初級油，經桶裝後統一存放於油品儲放區，另製程中壓榨蓖

麻籽後產生之蓖麻粕（植物殘渣）將送到廠房Ⅰ當有機質肥

料之原料，詳圖 1.3.2 機械設備配置及生產動線圖。 
(2) 蓖麻潤滑基礎油 

本製程預計於開發建廠完成第四年進行生產，引進之生產設

備將設置於廠房Ⅱ的西北側，面積約 2,400 平方公尺，蓖麻

籽壓榨後產生之初級油為本項製程之原料，放置於儲存槽中

提供蓖麻潤滑基礎油生產使用，製程產出之油品經桶裝後統

一存放於油品儲放區等待出貨，詳圖 1.3.2 機械設備配置及

生產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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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機械設備配置及生產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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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區進出貨動線說明 
本案廠房與生產製程之配置係考量營運後產品對外運輸

之便利性，因有機質肥料製程之產品經包裝後體積大、重量

較重，故於靠近出入口處之廠房Ⅰ生產，以方便對外運輸；

蓖麻原料油及蓖麻基礎潤滑油之產品經包裝後體積較小，故

於廠房Ⅱ生產，有關進出貨動線說明如下： 
1. 進貨動線： 

進貨車輛自廠區大門口進入後，有機質肥料之原料運送至廠

房Ⅰ之粕類倉儲區放置，蓖麻籽（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

礎油之原料）運送至廠房Ⅱ之蓖麻籽儲存區放置，詳圖 1.3.3
之廠區原料進貨動線。 

2. 出貨動線： 
本廠區之有機質肥料產品放置於廠房Ⅰ之待出貨，蓖麻原料

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之成品放置於廠房Ⅱ之油品儲放區，出

貨車輛載運成品後統一自廠區大門口運出，詳圖 1.3.3 之廠

區產品出貨動線。 

四、預估引進人口 
本案開發基地屬臺糖公司所有，由國峰公司承租並依據《產

業創新條例》申請作開發擴廠使用，依產業特性員工無需高度

專業技術，本公司現有工廠員工中當地人比例約占 80％，未來

預估引進員工總人數為 30 人，如符合本公司引進員工條件，本

公司將優先錄取當地人才，並無比例限制。 

五、預定開發進度 
本計畫土地開發總面積 57,624 平方公尺，建廠期程共分整

地及建廠兩階段，整地階段預計需 3 個月，建廠階段預計需 7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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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3 廠區進出貨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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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品市場及競爭分析 

一、有機質肥料 
農業資材中以肥料使用為最大宗，而穩定肥料供需為我國

農作物生產之重要措施。肥料依產製過程，可分為化學肥料、

有機質肥料及生物性肥料等三大類。各類肥料均具有其優缺

點，需整合方能發揮肥料之優點，並達產業均勻發展，相輔相

成之功效。 
本公司於 1987 年核准設立，主要生產有機質肥料，有機質

肥料是利用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的殘體及其排泄物製作而成，

雖然常帶有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但因為自生微生物是自然存

在而非人工特定選拔培養，故不屬於微生物肥料。有機質肥料

的優點是效果緩和，較少肥傷，施用對土壤之生態有所助益。 

（一）國內市場分析 
臺灣位處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氣候高溫多雨，加上農田

耕作頻繁，作物複種指數高，土壤有機質消耗迅速。根據農

委會調查顯示，近五十年來，全球大量利用化學肥料增加作

物生產，對人類的糧食增產有很大的貢獻，但在長期大量施

用化學肥料情況下，使土壤產生酸化、鹽化現象，國內耕地

土壤有機質含量在 2％以下者占 65％，顯示出耕地若不及時

添加有機質肥料，屆時地力過度耗損後，土地生產力會不斷

下降，實堪慮之！ 
2009 年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發展，「健康農業」已

列為精緻農業健康卓越發展方案中的三大主軸之一，其中農

業資材中之肥料為重要的發展措施之一。而有機質肥料是使

用有機廢棄物再生利用，製成優良肥料回饋農田，如使用有

機質肥料替代化學肥料，不僅改良土壤理化性質且提升農田

地力，並有效減少廢棄物對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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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場需求部分，根據現況調查顯示，種植蔬菜、花

卉等短期作物，果樹、茶樹等長期作物及其它特殊作物等高

經濟作物，農民施用有機質肥料之意願較高，其平均施用有

機質肥料短期作物每年每公頃 4 公噸，長期作物每年每公頃

8 公噸，而此類經濟作物在國內種植面積依農業統計年報

2012 年約有 50 萬公頃，由此可估算出臺灣地區年有機質肥

料需求量約 320 萬公噸。而農政單位推薦有機質肥料用量為

每年每公頃施用 12 公噸，則有機質肥料潛在年需求量高達

600 萬公噸。若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2 年統計臺灣地區可

耕地面積 80 萬公頃計算，則每年有機質肥料潛在需求量將近

1,000 萬公噸，故目前肥料市場可謂是供不應求的現象。 

（二）未來銷售市場定位 
本公司於 1987 年核准設立，以農大黑綠旺有機質肥料為

主打產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資料，國峰公司之肥

料於 92 年度初次入選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至今已

有近十種肥料種類列入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中。本計畫

主要生產有機質肥料中之植物渣粕肥料、雜項堆肥及混合有

機質肥料，未來銷售客群將以國內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

（約 150 處）、產銷班（約 500 處）、合作社（約 100 處）、鄉

公所（約 30 處）及其他零售商為主，本案開發擴廠後將針對

有機質肥料生產自動化做製程上的改善，並增加生產效能，

預計每年可供應有機質肥料產量達 45,000 公噸。 

（三）市場競爭分析 
目前國內肥料製造廠商共 182 家，其中專業生產有機質

肥料有 13 家，生產有機肥料有 58 家，而台灣登記有機質肥

料種類近一萬種，並無特殊生產技術，市場純粹以品質及價

格而定。而國內共有近 200 種肥料入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

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本公司設立後以農大黑綠旺有機

質肥料為主打產品，主要銷售客群以國內的經銷商與各縣市



第一章 開發緣起及簡介 

－1-18－ 

鄉鎮農會、產銷班、合作社、鄉公所及其他零售商為主，於

92 年度初次入選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至今已有近

十種肥料種類列入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中；且本案生產

有機質肥料以農作之有機質廢棄物為原料，分為進口原料及

國產原料，原料來源廣泛，並無原料不足之風險，且是農作

生產之必需品，較不易受景氣影響。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2 年統計耕地面積 80 萬公頃計算，則每年有機質肥料潛

在需求量將近 1,000 萬公噸，可謂市場處於供不應求之狀態，

而市場價格差距不大，影響市占率及銷售量之決定因素為肥

料品質。本公司致力於研發新式有機質肥料，於穩定中求取

成長，並以品質取勝，相較其他廠商極具優勢。 

二、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 
蓖麻油是高級汽機車潤滑油、航空液壓油與剎車油、特殊

纖維以及醫藥原料的來源，在醫學上可做抗癌用藥、皮膚藥、

瀉藥、化妝品等多種藥用功能，用途廣泛，經濟價值高。蓖麻

油亦屬七大綠能產業中之生質燃料產業，綠能產業是行政院推

動的六大新興產業之一，行政院於 2009 年 4 月核定「綠色能源

產業旭升方案」，積極推動具有產業良好基礎及躍升能量的綠色

能源重點產業。蓖麻油的黏度高、比重大、不易氧化，於-18℃
下不凝固，能耐 600℃高溫，是較為理想可替代石油的油料作

物。以蓖麻油為原料合成的樹脂粒料尼龍，則是當前國際市場

上的當紅產品。 

（一）國內外市場分析 
1. 潤滑油市場 

蓖麻潤滑基礎油是各種潤滑油原料或添加劑，潤滑油是

石油化工產品中應用範圍最廣的產品，各種交通工具及工廠

各種機械之液壓、轉動設備及金屬加工等各種作業，都須用

潤滑油，根據 ICIS 世界基礎油和潤滑油會議上德國福斯潤

滑油公司公布之數據以及中國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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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中國潤滑油行業市場需求預測與投資戰略規

劃分析報告》顯示，2013 年全球潤滑油需求為 3,960 萬噸，

預計 2015 年全球潤滑油需求將達到 4,170 萬噸， 另中油公

司 2011 年度分析報告預測 2012 到 2016 年間，全球潤滑油

市場將以 2.68％的年複合成長率擴大，由此可得知未來本產

品市場需求量極大。 
近年來台灣潤滑油需求與生產已隨著工業、農業及交通

事業之發展持續成長，每年約需 50 萬公噸，據統計市面上

約有二百多種品牌的潤滑油製造商，除國內二大型油公司台

灣中油公司及台塑公司自有品牌外，尚有國際品牌例如：

Shell、Mobil、BP、Castrol、日本石油及日本出光等，另有

為數相當眾多的中小潤滑油摻配廠以自創品牌或接受委託

以 OEM 方式等供應。 
而台灣潤滑基礎油市場亦隨潤滑油市場需求量逐漸上

升，更出現了需求大於供應，每年至少需進口 60,000 至

100,000 公噸。而亞洲地區也因中國大陸與印度潤滑基礎油

需求持續大幅成長，近年仍屬供不應求的情形，生產廠供應

現有長期合約客戶業已非常吃緊，甚至有時還必須採配貨的

方式，僅極少量可供應現貨市場，預測亞太地區基礎油價格

仍持續看漲。本案生產蓖麻潤滑基礎油可提供作為各種潤滑

油的原料或添加劑，預計年產量約 7,000 公噸，將可供應國

內外潤滑油製造商之需求。 
2. 生質燃料市場 

在全球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趨勢中，各國積極推動再生

能源與節約能源產業，台灣雖然天然資源缺乏，但具強大技

術研發與製造能力，足以發展新能源技術與產業，厚植產業

基礎，並加速產業技術滲透與升級，提升產業價值。我國於

2009 年 6 月 12 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奠定了台灣再生能源長遠發展的根基。其中七大綠能產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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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質燃料產業最具能源自主、農業發展、環境保護與經濟

成長等綜效。 
生質燃料的原料為醣類作物及油料作物，可分 2 種，一

是可提煉生質酒精的作物，如玉米、甘蔗等；另一種為生質

柴油作物，蓖麻為其一。「生質柴油」（Biodiesel）屬再生能

源的一種，是將動植物油脂或廢食用油，經交酯化反應、中

和、水洗以及蒸餾等過程所生成，具有生物可分解和無毒等

特性，是一種符合環保訴求的綠色能源，可有效降低柴油機

動車所造成的廢氣污染，目前台灣柴油引擎車約佔所有機動

車市場約 5%，但柴油車排放的污染量卻是所有機動車排放

污染量的一半，因此，若國內柴油車改用生質柴油，將可大

量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於 2012 年 10 月中旬，屏東縣政府與清華網路文教基金

會合作，將緊鄰高屏溪畔的廢棄垃圾場，轉變為生質能源作

物栽植試驗區，現已開墾 4 公頃種植箆麻，是國內第一座以

生質柴油能源作物為主的試驗區，提供國內栽植生質柴油能

源作物參考。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全台灣耕地面積約為 80 萬公頃，其中休耕的農地一、二

期合計超過 18 萬公頃，如休耕農田全部種植高油份含量的

作物，一年最大能量可生產 20 萬公秉，加上從回收的食用

油中還可再生產近 8 萬公秉，合計 28 萬公秉的「生質柴油」

占全年柴油的消耗量 600 萬公秉的 4.5%，並可減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每年近 75 萬公噸。 
工研院 IEK 統計 2012 年全球生質燃料市場需求仍由歐

美政策所驅動，產量呈現微幅成長，整體產值約 889 億美

元。在整體生質能源市場中，以生質酒精與生質柴油為主的

生質液態燃料仍將是未來幾年產業發展的主軸。 
（二）未來銷售市場定位 

本公司將投入從事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進行生產蓖麻

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產品以供客戶做基礎油為主，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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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各種添加劑調配為各種潤滑油產品，亦可提供作生質燃料

之原料，故蓖麻油已成為國際公開交易商品，市場潛力大，

同時也是改良土地、改善生態環境的首選作物。2013 年全球

潤滑油需求為 3,960 萬噸，預計 2015 年全球潤滑油需求將達

到 4,170 萬噸而全世界目前蓖麻種植面積約 1,650 萬畝左右，

平均單產 150 公斤/畝左右，而主要市場集中於北美及歐洲。

由於蓖麻資源本身的優勢和高新技術的利用，國內外市場對

蓖麻原料的需求將呈上升趨勢，且綠色能源是世界未來趨

勢，本公司將與亞洲綠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策略聯盟，由該

公司提供專業的綠能作物品種種苗，種植諮詢與產業鏈連結

分析，並引進專業生產蓖麻潤滑基礎油的精製設備，可生產

較為高階之基礎油提供製造商調配使用。 

（三）市場競爭分析 
根據統計全球潤滑油市場 2013 年需求為 3,960 萬噸，預

計 2015 年需求將達到 4,170 萬噸/年，相對而言潤滑基礎油的

市場需求量也逐漸上升，然而全球專業生產基礎油之廠商僅

約 100 多家。亞洲地區也因中國大陸與印度潤滑基礎油需求

持續大幅成長，近年仍屬供不應求的情形；而台灣潤滑基礎

油市場亦隨潤滑油市場需求量逐漸上升，更出現了需求大於

供應，每年至少需進口 60,000 至 100,000 公噸，但國內生產

基礎油廠商僅 4 家，國內市場供應量明顯不足，假設價格差

距不大，將以油品品質決定市場占有率及銷售量。 
本公司新投資生產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擁有

專業生產設備及技術人員，且銷售客群以國內外潤滑油製造

商為主，尤其在亞太地區市場中，因臺灣與國際接軌較早，

國際合作較為頻繁，以及相關貿易免稅條款，在市場上價格

合理，相較於他國一般製造商較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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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可行性評估 
綜上所述，本計畫開發擴廠後將引進肥料製造業及其他化

學製品製造業，專業生產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

基礎油，皆符合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之相關產業政策，在有機

質肥料市場需求部分，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2 年統計臺灣耕

地面積80萬公頃計算，則每年有機質肥料潛在需求量將近1,000
萬公噸；另外蓖麻油市場需求部分，2013 年全球潤滑油需求為

3,960 萬噸，預計 2015 年全球潤滑油需求將達到 4,170 萬噸。

由於蓖麻本身的優勢和高新技術的利用，未來國內外市場對蓖

麻原料的需求將呈上升趨勢，同時本案引進產業亦符合高雄縣

市合併後之產業轉型需求，故本計畫應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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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合理性、必要性及無可替代性 

一、合理性原則 

（一）原有工廠空間不足 
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987 年核准設立，原名為

農大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以農大黑綠旺有機質肥料為主打產

品。於 2011 年正式更名為「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並積極研發新型肥料，搭配農大黑綠旺系列傳統有機質肥料

進行行銷。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資料，國峰公司之肥

料於 92 年度初次入選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至今已

有近十種肥料種類列入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中。 
本公司現有工廠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674 號，廠地

面積約 2 公頃，以從事有機質肥料生產為主，依據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標號表之產業類別屬肥料製造業，現有員工人

數 15 人，因目前廠區內空間已達飽和，生產量已無法再擴

大，為避免流失客源並積極投入新能源產業，因此本公司擬

另尋新產業用地設廠使用，詳表 1.5.1 現有工廠及新設產業園

區之比較。 

（二）土地合法性 
本案土地係由國峰公司向台糖公司承租高雄市路竹區新

園段 2012 地號土地（約 5.8 公頃）作開發擴廠使用，並依《產

業創新條例》規定以單一興辦工業人申請變更編定為工業

區，故土地所有權人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案已依法

取得土地變更編定同意書，詳壹、申請文件之 P.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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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現有工廠及新設產業園區之比較 

 現有工廠 新設產業園區 

土地權屬 自有土地 台糖土地 

工廠位置 路竹區大仁路 520 巷 7 之 1 號 路竹區新園農場境內 

周邊現況 既有工廠、鐵路，私設道路 工業區、荒地、道路 

交通系統 
經由西側私設道路（4 公尺寬） 
往南連接大仁路（12 公尺寬） 南側緊鄰台 28 線（22 公尺寬） 

周邊公設 

位於中山高速公路西側，沿大仁

路往西約 500公尺處有樹人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往北約 600 公尺

處有大湖火車站。 

位於中山高速公路東側，僅南側

約 1 公里處有下坑國小。 

廠地面積 約 2.3 公頃 約 5.8 公頃 

員工人數 15 人 30 人 

產品項目 有機質肥料 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蓖麻

潤滑基礎油 

製程差異 

現有工廠以生產有機質肥料為

主，製程包含堆置、醱酵、篩選、

混合、造粒等程序，因廠內有醱

酵製程，較容易有異味產生。 

新設產業園區以有機質肥料之

後段篩選、混合、造粒等製程為

主，無前段醱酵製程，產生味道

輕微；另增加綠能產業之蓖麻原

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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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現有工廠及開發產業園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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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區配置及風險評估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規定：「產業園區得規劃

下列用地： 
一、產業用地。 
二、社區用地。 
三、公共設施用地。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用地。 
產業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六十。 
社區用地所占面積，不得超過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 
公共設施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

十。 
依據《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

規定：「工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以供下列設施使用： 
一、公共設施：指供園區使用之綠地、綠帶、防風林、隔離

（綠）帶、公園、滯洪池與地下水監測設施、廢棄物處理、

廢水處理與其他環保設施、排水系統、雨水、污水下水道系

統、中水道系統、港埠、堤防、道路、廣場、停車場及兒童

遊樂場。 
二、公用事業設施：指提供園區使用之電力（輸配電、變電

所、電塔）、天然氣加壓站及自來水給水設施。 
三、公務設施：指園區管理機構、警察及消防機關。 
四、文教設施：指學前教育、學校、體育場及社教設施。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公共設施。 
前項第一款之綠地、綠帶、防風林、隔離綠帶及公園使用土

地之合計面積，應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以上。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設施使用土地之合計面積，

應達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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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產業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規劃面積皆符合法規規

定，其土地使用面積及廠房規劃具備合理性之需求，相關配

置說明如下： 
1.產業用地面積 

本案依《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3
條規定規劃產業用地（一），除隔離綠帶、10 公尺隔離設施、

滯洪沉砂溝及穿越性道路為公共設施用地外，其餘土地均為

產業用地（一），面積總計 39,066.00 平方公尺，占全區面積

67.79%。 
2.社區用地面積 

本開發計畫為單一興辦產業人國峰公司投資設廠使用，

區內作為生產之用，並未規劃社區用地。 
3.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本案規劃隔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10 公

尺隔離設施、滯洪沉砂溝及穿越性道路等，均屬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總計 18,558.00 平方公尺，占全區面積 32.21%，符

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

之二十」之規定，其中 10 公尺隔離設施面積共 4,844.00 平方

公尺，編定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使用規劃有綠化空地及類

似通路，而隔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面積

9,173.00 平方公尺，占全區 15.92%，符合《工業園區各種用

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綠地，應占全區土地總面

積百分之十以上」之規定。 

表 1.5.2  各用地面積一覽表 
 面積（m²） 占全區百分比 法規規範 
產業用地（一） 39,066.00 67.79% ≥60.00% 
社區用地 0.00 0.00% ≤10.00% 

公共設施用地 

隔離設施 4,844.00 

32.21% ≥20.00% 隔離綠帶 9,173.00 
滯洪沉砂溝 3,348.00 
穿越性道路 1,193.00 

總計 57,624.00 100.00%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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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各使用地面積、百分比、總樓地板面積、容積率及

建蔽率資料詳表 1.5.3 土地使用強度表。 

表 1.5.3  土地使用強度表 
使用地 
編定類別 土地使用項目 計畫面積 

（m2） 
建築面積 
（m2） 

樓地板面積 
（m2） 建蔽率 容積率 

丁種建 
築用地 

廠房Ⅰ 11,442.00 11,442.00 11,442.00 

63.97% 64.19% 

辦公室 78.00 78.00 164.00 
廠房Ⅱ 13,464.00 13,464.00 13,464.00 
警衛室 7.00 7.00 7.00 

附屬 
停車場 

機車停車場 52.00 0.00 0.00 
汽車停車場 1,080.00 0.00 0.00 

綠化空地 3,363.00 0.00 0.00 
類似通路 9,565.00 0.00 0.00 
生活廢棄物儲存場 15.00 0.00 0.00 
小計 39,066.00 24,991.00 25,077.00 

10 公尺 
隔離設施 

綠化空地 4,785.00 0.00 0.00 0.00% 0.00% 
類似通路 59.00 0.00 0.00 0.00% 0.00% 
小計 4,844.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 43,910.00 24,991.00 25,077.00   
國土保 
安用地 

10 公尺隔離綠帶 
（沿界址構築圍牆） 9,173.00 0.00 0.00 0.00% 0.00% 

水利用地 滯洪沉砂溝 3,348.00 0.00 0.00 0.00% 0.00% 
交通用地 穿越性道路 1,193.00 0.00 0.00 0.00% 0.00% 

總計 57,624.00 24,991.00 25,077.00 63.97% 64.19% 
註： 

1. 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2. 建蔽率=建築面積／（丁種建築用地面積－隔離設施範圍面積）×100% 
3. 容積率=建築容積／（丁種建築用地面積－隔離設施範圍面積）×100% 
4.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類似通路：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
帶使用性之建築物（包括機關、學校、醫院及同屬一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似建
築物），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類似通路視為法定空地，其
寬度不限制。 

5. 本案配置 2 層樓式建物於廠房Ⅰ之東南角，一層作辦公室使用，二層作宿舍使用，
結構與廠房相同採鋼骨構造，並未劃設獨棟之辦公大樓；另於廠房Ⅰ中規劃發電
機室 55 平方公尺，面積納入廠房Ⅰ計算。 

6. 基地內之生活廢棄物儲存場分設於各棟廠房內，並興建獨立之生活廢棄物儲存場。 
7. 基地臨臺 28 線沿界址退縮 11.5 公尺隔離綠帶構築圍牆，以減少對景觀之影響。 

土地使用強度對照表 
本計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法規規範 

使用地類別 建蔽率 容積率 建蔽率 容積率 
丁種建築用地 63.97% 64.19% 70.00% 300.00% 
國土保安用地 0.00% 0.00% 0.00% 0.00% 
水利用地 0.00% 0.00% 0.00% 0.00% 
交通用地 0.00% 0.00% 4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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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  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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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廠風險評估 
(1) 本案基地現為台糖新園農場土地，地勢平緩，屬嘉南平原南

部，無坡度陡峭、地質結構不良或活動斷層等環境敏感地質

因素問題，不會增加建廠工程費用。 
(2) 本案引進產業為有機質肥料，以後段篩選、破碎、造粒等製

程為主，並無進行發酵製程，故不會產生刺鼻氣味，未來將

依法設置固定汙染源防治設備並取得相關許可；另蓖麻原料

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製程則無空氣、臭味等污染，另事業廢

水將以專用管線回收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再集中儲

存於貯留池作廠區內澆灌用水或清潔用水使用 
(3) 本案開發擴廠時將依法進行施工管理及環境維護計畫，避免

污染基地周邊環境，造成周邊居民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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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市場優勢 
1.有機質肥料 

2009 年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發展，「健康農業」已

列為精緻農業健康卓越發展方案中的三大主軸之一，其中農

業資材中之肥料為重要的發展措施之一。而有機質肥料是使

用有機廢棄物再生利用，製成優良肥料回饋農田，如使用有

機質肥料替代化學肥料，不僅改良土壤理化性質且提升農田

地力，並有效減少廢棄物對環境之衝擊。 
本公司於 1987 年核准設立，以農大黑綠旺有機質肥料

為主打產品，銷售客群以國內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約

150 處）、產銷班（約 500 處）、合作社（約 100 處）、鄉公所

（約 30 處）及其他零售商為主，於 92 年度初次入選國產有

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至今已有近十種肥料種類列入有機

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中。本計畫主要生產有機質肥料中之植

物渣粕肥料、雜項堆肥及混合有機質肥料，未來開發擴廠後

將針對生產自動化做製程上的改善，提升產品品質，完善製

程管理程序，增加生產效能，以供應國內肥料市場需求。 
2.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 

綠能產業是行政院推動的六大新興產業之一，於 2009
年 4 月核定「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積極推動具產業良

好基礎及躍升能量的綠色能源重點產業。而蓖麻油屬七大綠

能產業中之生質燃料產業，是高級潤滑油、航空液壓油與剎

車油、特殊纖維以及醫藥原料的來源，同時也是改良土地、

改善生態環境的首選作物，能有效利用邊際性土地，如鹽鹼

地、沙化地、山坡地，亦可加快實現生物質能源產業向非糧

能源作物為主要原料轉型，對於推動生物產業健康發展、調

整農業種植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發展農村經濟具重要作用。 
未來本公司將投入生產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

油。由於蓖麻資源本身的優勢和高新技術的利用，國內外市

場對蓖麻原料的需求將呈上升趨勢。而且綠色能源是世界未

來趨勢，本公司將與亞洲綠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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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業的綠能作物品種種苗，種植諮詢與產業鏈連結分

析。未來本公司蓖麻油產品將供應國內、外潤滑油製造商，

亦可提供作為生質柴油之原料。 

表 1.5.4 引進產業優勢分析 

產品 有機質肥料 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 

政府

政策 

2009 年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

發展，其中「健康農業」即是透過

推廣有機農業、產銷履歷、吉園

圃、CAS 優良農產品等施行與認

證，達到深化品牌驗證、打造健康

無毒島之願景。其中肥料為重要的

發展措施之一。 

1. 綠能產業是行政院推動的六大新

興產業之一，行政院於 2009 年 4
月核定「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

案」，積極推動具產業良好基礎及

躍升能量的綠色能源重點產業。 
2. 蓖麻油屬七大綠能產業中之生質

燃料產業，除作為生質柴油外，

也是高級潤滑油、航空液壓油與

剎車油、特殊纖維以及醫藥原料

的來源，用途廣泛，經濟價值高。 

市場

趨勢 

1. 農民對於高經濟作物施用有機質

肥料之意願較高，依農業統計年

報 2012 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約

50 萬公頃，可估算出臺灣有機質

肥料年需求量約 320 萬公噸。 
2. 農政單位推薦有機質肥料用量為

每年每公頃施用 12 公噸，則有機

質肥料潛在年需求量高達 600 萬

公噸。若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2 年統計臺灣可耕地面積 80
萬公頃計算，則每年有機質肥料

潛在需求量將近 1,000 萬公噸。 

1. 據估計全球潤滑油市場 2015 年

需求將達到 4,170 萬噸/年，相對

而言潤滑基礎油的市場需求量也

大。亞洲地區也因中國大陸與印

度潤滑基礎油需求持續大幅成

長，近年仍屬供不應求的情形；

而台灣潤滑基礎油市場更出現了

需求大於供應，每年至少需進口

60,000 至 100,000 公噸。 
2. 全世界蓖麻種植面積約 1,650 萬

畝左右，平均單產 150 公斤/畝左

右，而主要市場集中於北美及歐

洲。由於蓖麻資源本身的優勢和

高新技術的利用，國內外市場對

蓖麻原料的需求將呈上升趨勢。 

本公

司優

勢 

本公司擁有近 30 年之肥料製造經

驗，並於 92 年度即入選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國產有機質肥料

品牌推薦名單。 

本公司已與國內種植蓖麻之廠商

接洽，並針對蓖麻油之壓榨提煉技

術引進專業設備機具，並以聘僱相

關專業人員針對蓖麻油之製造進

行專業評估，日後營運時亦將針對

員工專業素質進行加強訓練。 

未來

發展 

未來將針對有機質肥料生產自動

化做製程上的改善，並提升有機質

肥料品質，完善製程管理程序，增

加生產效能，以供應國內肥料市場

需求。 

綠色能源是世界未來趨勢，本公司

將與亞洲綠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聯盟，由該公司提供專業的綠

能作物品種種苗、技術及種植諮詢

與產業鏈連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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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要性原則 

（一）引進產業符合高雄產業轉型需求並具特色性 
高雄之於台灣的區域發展與產經戰略位置，在 1990 年代

後期，國家雖以亞太營運中心之「海運中心」定位之，但未

真正實現。2002 年再次以強化台灣在亞太地區經濟地位，建

立南、北雙核心及平衡區域發展為軸，南台灣漸次建立起台

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高雄）科學工業園區、高雄物流園

區、自由貿易港區等，加以如高速鐵路、高雄都會捷運及縣

市公路交通運輸路網建設，形成南部產業聚落，地方政府大

幅投資改善城市公共服務基盤設施，高雄得以逐漸朝國際都

會方向推進。 
在高雄縣市完成合併後，高雄市產業已形成包含農、林、

漁、牧業、製造加工業及服務業等完整構面。地方產業除石

化、造船、鋼鐵國公營事業外，尚包括化學材料製造業及基

本金屬製造業等傳統產業，合計佔台灣該產業產值近半，南

部農漁物產迄仍是對國內外大宗輸出。目前高雄除持續加強

鋼鐵、石化等主力產業的加值與升級外，對於軟實力（文創、

觀光）的發展也蓄勢待發，以高雄在地獨特的人文氛圍創造

出另一種體驗經濟，並且持續發展乾淨能源低碳產業、海洋

產業、物流產業及精緻農業，打造高雄成為一宜居的綠色生

態城市，成功擺脫重工城市負面包袱，尤其 2009 年世運會的

舉辦，讓世界看見高雄，也帶出市民對地方城市更深的認同。 
本計畫開發擴廠後將生產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

麻潤滑基礎油。有機質肥料是使用有機廢棄物再生利用，製

成優良肥料回饋農田，不僅改良土壤理化性質以提升農田地

力，並有效減少廢棄物對環境之衝擊。有機質肥料的優點是

效果緩和，較少肥傷，施用對土壤之生態有所助益，同時也

符合 2009 年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發展之精緻農業健康

卓越發展方案中「健康農業」的目標。 
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係屬七大綠能產業之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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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產業，係行政院於 2009 年 4 月核定「綠色能源產業旭升

方案」中積極推動的綠色能源重點產業，同時也最具能源自

主、農業發展、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等綜效。且蓖麻油除可

作為生質柴油外，也是高級潤滑油、航空液壓油與剎車油、

特殊纖維以及醫藥原料的來源，用途廣泛，經濟價值高，目

前已成為國際公開交易商品，市場潛力大。同時也是改良土

地、改善生態環境的首選作物。蓖麻油之生產及應用有助於

推廣蓖麻種植，既能有效利用邊際性土地，如鹽鹼地、沙化

地、山坡地，還可以加快實現生物質能源產業向非糧能源作

物為主要原料轉型，對於推動生物產業健康發展、調整農業

種植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發展農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 

本案引進產業皆為政府政策推動項目，目前市場皆呈現

供不應求的現象，未來市場供給量上升是必然的趨勢，本案

實屬必要性。 

（二）產量說明 
本公司現有工廠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674 號，廠地

面積約 2 公頃，以從事有機質肥料生產為主。現有廠房面積

約 1.3 公頃，因空間不大，年產量僅 15,000 公噸，單價約為

4 元/公斤（隨物價波動調整），平均年產值為 0.6 億元，各年

度營業額如表 1.5.5。 

表 1.5.5 現有工廠 97 年~101 年營業額明細 

年度 營業額(元) 成長率 
97 54,444.642 - 
98 45,781,576 - 
99 41,924,512 - 
100 49,934,396 19.11% 
101 69,499,528 39.18% 

本案規劃開發面積為 57,624 平方公尺，約 5.8 公頃，未

來以從事肥料製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為主。新增兩棟

廠房面積分別為 11,442 平方公尺（生產有機質肥料）、13,464
平方公尺（生產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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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公司將針對有機質肥料生產自動化做製程上的改

善，並增加生產效能，以供應國內肥料市場需求，預計開發

後有機質肥料產量可增加 30,000 公噸。並與亞洲綠能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策略聯盟，積極投入從事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進行生產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開發前後年產量一

覽表如表 1.5.6。 

表 1.5.6 開發前後產品年產量及單價明細 

產品項目 
年產量(公噸) 

單價(元/公斤) 
開發前 開發後(預估) 

有機質肥料 15000 45000 4 
蓖麻原料油 0 10000 40 

蓖麻潤滑基礎油 0 7000 100 

（三）產值說明 
國峰公司現有生產有機質肥料，年產量為 15,000 公噸，

單價約為 4 元/公斤（隨物價波動調整），平均年產值為 0.6
億元，本案開發擴廠後將從事肥料製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

造業，專業生產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

其產值及市場說明如下： 
1.肥料製造業（行業別代碼 1830） 
(1)有機質肥料（產品代碼 180375） 

本案開發擴廠後將增加有機質肥料產量，主要供應全國

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及農會所屬各產銷班均銷售本司

之有機質肥料等需求。預估三年內年產量逐步增加 30,000 公

噸，單價為 4 元/公斤，故可增加年產值 1.2 億元。擴廠後本

產品年產值可達 1.8 億元，預估開發完成後第三年達到年產

值目標。 
2.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行業別代碼 1990） 
(1)蓖麻原料油（產品代碼 080073） 

本案開發擴廠後擬投入新能源產業，於本案開發建廠完

成時進行蓖麻原料油之生產，屬未經精製的初級油，可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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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下游廠商作為精煉油之原料，預計三年內年產量可達

10,000 公噸，出售價格為 40 元/公斤，約可增加 4 億元之年

產值，本產品預估開發完成後第三年達到年產值目標。 
(2)蓖麻潤滑基礎油（產品代碼 080073） 

本製程以前項產品（蓖麻原料油）為原料再進行精製，

產品以供客戶做基礎油為主，另添加各種添加劑調配為各種

潤滑油產品，亦可作為潤滑油添加劑，並配合國內外潤滑油

製造商做銷售。 
預計於本案開發建廠完成第四年將逐漸減少蓖麻原料油

之銷售，轉作生產精製之蓖麻潤滑基礎油，預計五年內年產

量逐步成長達 7,000 公噸，該產品出售價格為 100 元/公斤，

故約可增加 7 億元之年產值，本產品預估開發完成第八年可

達到年產值目標。 

表 1.5.7  開發前後營業額及成長率明細表 

 年度 營業額 成長率 備註 

開發前 

97 54,444.642 - 

現有工廠營業額 
98 45,781,576 - 
99 41,924,512 - 
100 49,934,396 19.11% 
101 69,499,528 39.18% 

開發中 102 70,055,524 0.80% 申請開發工業區 
103 70,615,968  0.80% 建廠階段並試營運。 

開發後 

104 180,563,853  155.70% 
建廠完成後開始生產有機質肥料及蓖

麻原料油並銷售。 
105 312,789,394  73.23% - 
106 580,463,030  85.58% - 

107 665,876,921  14.71% 
減少蓖麻原料油之銷售，轉作生產精製

之蓖麻潤滑基礎油。 
108 693,453,229  4.14% - 
109 754,396,826  8.79% - 
110 838,140,762  11.10% - 
111 925,883,578  10.47% - 
112 984,586,849  6.34% - 
113 1,018,565,918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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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可替代性分析 
本公司現有工廠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674 號，廠地面

積約 2 公頃，以從事有機質肥料生產為主，因目前廠區內空間

已達飽和，生產量已無法再擴大，為避免流失客源並積極投入

新能源產業，因此本公司擬另尋新產業用地設廠使用。 
（一）高雄生物科技園區之規劃 

行政院曾於 90 年 7 月宣布籌建「高雄生物科技園區」，位

於楠梓區行政院退輔會塑膠工廠舊址，屬國家級科學園區，原

預估建置完成後，園區內將可提供一千五百人就業機會，影響

週邊產業及學研單位的就業機會可達兩萬人。該園區緊臨楠梓

加工出口區，有利於園區廠商進行策略聯盟；高鐵左營站與臨

近的高雄捷運，使得園區擁有便捷的交通路網與健全的城市機

能，並與高雄大學育成中心進行產學研究；另外，園區由城市

自辦規模升格為國家級科技園區，進駐廠商都享有租稅優惠、

利息補貼等福利，讓高雄生技園區具備十足的發展潛力與競爭

優勢。如該生物科技園區確實建置完成，本計畫即可符合該園

區引進產業類別，惟於民國 96 年經行政院國家科技委員會（現

名科技部）評估後認為可行性不高。後經高市府與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將該土地納入加工區範圍，「加工出口區楠梓榮塑園區設

置計畫」98 年 6 月經行政院核定，命名為「楠梓加工出口區第

二園區」。 
（二）鄰近既有產業用地調查 

本案開發面積約 57,624 平方公尺，依據表 1.5.8 高雄市政

府境內依產業創新條例設置產業園區之用地適當性分析表，以

及表 1.5.9 高雄市政府境內尚可利用之產業用地調查表，可立即

使用且面積符合本案所需的有： 
1. 編號 4 之岡山本洲工業區：可供進駐產業為基本金屬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等，本案產業類別為肥料製

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不符其進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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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號 25 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雄園區）：可供進駐產業類別

為 LCD、LED、太陽能光電及其他光電產業、IC 半導體、IC
設計及其他半導體產業、綠能產業、生技產業、精密機械產業、

通訊及電腦周邊產業、其他經核准之科學工業。本案為肥料製

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不符南科高雄園區之進駐條件。 
3. 編號 31 高雄航空貨運園區：供倉儲業進駐，本案不符進駐條

件。 
4. 編號 32 之高雄都市計畫： 

(1) 前鎮區朝陽段（新生路、漁港路口）26 公頃土地：目前由

港務局進行招商。因該區域並未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因此進

駐產業僅限於非生產製造之產業，例如物流、貿易、倉儲等，

本案不符進駐條件。 
(2) 世貿南側 5.56 公頃土地：面積不符本案所需。 

5. 編號 39 之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本案不符進駐條件。 
（三）本案選址 

本案基地與原有工廠鄰近，考量員工及上、下游廠商之

地緣關係，因此選擇此處開發設廠，對於員工往返及業務往

來較為便利。另就高雄市可釋出之產業用地調查發現，因產

業類別及使用面積的限制因素，並無其他適當土地可供本案

設廠，無其它可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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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8  高雄市政府境內依產業創新條例 
設置產業園區之用地適當性分析表 

編號 產業園區名稱 
產業需求分析 

（須以廠商意願調查佐證

確有其產業需求） 

縣（市）內其他產業用地 
可供使用情況說明 

1 國峰產業園區 

國峰公司建廠需地面積為

5.7 公頃，其中產業用地面

積為 39,066 平方公尺，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為 18,558
平方公尺。 

1. 國峰公司建廠需地面

積約為 5.7 公頃，經調

查本案因產業類別及

所需基地面積等因

素，周邊現有工業區並

無可供利用投資設廠

之土地，故依法向台糖

承 租 土 地 面 積 約

57,624 平方公尺，申請

設置產業園區。 
2. 因國峰公司現位於路

竹區內，考量員工及

上、下游廠商之地緣關

係，因此選擇此處開發

設廠，並無其他替代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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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9  高雄市政府境內尚可利用之產業用地調查表 

編

號 
產業用地

類別註(1) 名稱
註(2) 

區位 
（鄉鎮

市區） 
引進行業註(3) 

尚可釋出產

業用地面積

(ha)註(4)  

可提供 
時間 

1 

編 定 工

業區（含

編 定 未

開 發 工

業用地） 

高雄臨海

工業區 小港區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等 0 - 

2 
仁大（大

社）工業

區 
大社區 

塑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電腦、機械設備製

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等 
0 - 

3 
鳳山工業

區 鳳山區 基本金屬製造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等 0 - 

4 
岡山本洲

工業區 
岡山區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5.69  

5 
仁大（仁

武）工業

區 
仁武區 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

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等 0 - 

6 
大發工業

區 大寮區 基本金屬製造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等 1.06 - 

7 
南星計畫

遊艇產業

園區 
茄萣區 其它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

業 113.10 未開發 

8 
永安工業

區 永安區 金屬製品製造業、基本金屬

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 0 - 

9 
林園工業

區 林園區 化學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

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等 0 - 

10 
永新工業

區（民間） 岡山區 動物飼料配製業、基本金屬

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 

11 
大德工業

區（民間） 岡山區 金屬製品製造業 0 - 

12 
芳生螺絲

工 業 區

（民間） 
岡山區 金屬製品製造業 0 - 

13 
燕巢角宿

工 業 區

（民間） 
燕巢區 綜合工業區 0 - 

14 
路竹智慧

型工業園

區（民間） 
路竹區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製造業 
0 - 

15 
油機工業

區（民間） 路竹區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單一

興辦)  0 - 

16 慈陽工業 路竹區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金屬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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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產業用地

類別註(1) 名稱
註(2) 

區位 
（鄉鎮

市區） 
引進行業註(3) 

尚可釋出產

業用地面積

(ha)註(4)  

可提供 
時間 

區（民間） 本工業(單一興辦) 

17 
天聲工業

區（民間） 路竹區 金屬製品製造業(單一興辦) 0 - 

18 
英鈿工業

區（民間） 路竹區 金屬製品製造業(單一興辦) 0 - 

19 
震南工業

區（民間） 路竹區 金屬製品製造業(單一興辦) 0 - 

20 
中鋼構燕

巢工業區

（民間） 
燕巢區 鋼構產品製造(單一興辦) 0 - 

21 
橋頭工業

區（民間） 橋頭區 綜合工業區 0 - 

22 
臺上段工

業區（民

間） 
永安區 綜合工業區 0 - 

23 
前鋒子段

（民間） 岡山區 鋼鐵工業 0 - 

24 
路竹後鄉

工 業 區

（民間） 
路竹區 綜合工業區 0 - 

25 
科 學 園

區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高雄園

區） 

路竹區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藥品及

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其它

製造業 
45.36 

可立即使

用 

26 

加 工 出

口區 

高雄軟體

科技園區 前鎮區 倉儲業、汽車貨運業、資料

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等 0 
可立即使

用 

27 
楠梓加工

出口區 楠梓區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0 
可立即使

用 

28 
高雄加工

出口區 
前鎮區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0 
可立即使

用 

29 
高雄成功

物流園區 前鎮區 倉儲業 4.20 

第 1 期已

開發 4.2
公頃；第

2 期 4.2
公頃未開

發 

30 
臨廣加工

出口區 
前鎮區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10 
可立即使

用- 

31 
高雄航空

貨運園區 小港區 倉儲業 54.42 
可立即使

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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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產業用地

類別註(1) 名稱
註(2) 

區位 
（鄉鎮

市區） 
引進行業註(3) 

尚可釋出產

業用地面積

(ha)註(4)  

可提供 
時間 

5.42 公頃

至 102 年

才 可 使

用） 

32 

都 市 計

畫 工 業

區 

高雄都市

計畫 高雄市 甲種工業區、特倉三 31.56 
可立即使

用 

33 
岡山都市

計畫 岡山區 乙種工業區 0.32 
可立即使

用 

34 
岡山交流

道都市計

畫 
岡山區 工業區 2.94 

可立即使

用 

35 
大坪頂以

東都市計

畫 
大寮區 甲種工業區 0.55 

可立即使

用 

36 

楠梓交流

道（仁武

厝）特定

區計畫 

仁武區 工業區 0.43 
可立即使

用 

37 

楠梓交流

道（鳳山

厝）特定

區計畫 

大社區 工業區 0.84 
可立即使

用 

38 
湖內都市

計畫 湖內區 乙種工業區 2.53 
可立即使

用 

39 
興達港漁

業特定區

計畫 
茄萣區 工業區 29.06 

可立即使

用 

總可釋出產

業用地面積 296.07 

註： 

(1) 產業用地類別請填寫編定工業區(含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編定未開發之工業

用地或工業區)、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及非屬上述三者之都市計畫工業區。 

(2) 倘園區為跨縣市設置，於設置範圍內之縣市均須填寫本表。 
(3) 引進行業請盡量依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間國標準行業分類填寫；已編定未開發工業用地之

引進行業不需填寫；都市計畫工業區引進行業，依該都市計畫說明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規定填寫。 
(4) 尚可釋出產業用地面積為未開發、未租售及地主有意願租售之面積。 
(5) 本表所列之尚可釋出產業用地面積統計至 102 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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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園區所屬區域計畫或 
都市計畫之相關內容及土地使用計畫圖表 

第一節  計畫區位分析 

一、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國土計畫法之立法，乃為解決當前土地問題、加強環境保

育，提昇居住環境品質，以及因應自由化、國際化趨勢，積極

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因此未來國土發展與建設，

必須以生活、生產、生態並重為原則，強調綠色環保，落實國

土保育與保安，並重新檢討修訂「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及研擬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目前雖未完成立法程序，但為兼顧公平與效

率，內容顯示未來土地將採取開發許可制，依循「開發者付費」

的原則，先繳交開發費用，並完成公共設施的興建後才准許變

更使用，開發者繳交的開發費用將一部分提撥給未來即將成立

的「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另一部分則留在各縣市政府的基金，

支應國土保育規劃所需，使土地開發受到更嚴格的限制。 

 
相關工業區區位調整方向及發展策略整理如下： 

1. 結合地方生活圈建設，配置整體工業區位。 
2. 因應產業結構變化，規劃工業區發展區位。 
3. 疏導過密地區工業發展，減緩集中發展壓力。 
4. 改善發展遲緩地區發展條件，引進適當產業。 
5. 兼顧環境保護與永續經營目標，選定適當發展區位。 

二、台灣南部區域計畫（詳圖 2.1.1，行政區名稱為縣市合併前名稱） 
臺灣南部區域計畫範圍含陸域及海域： 
陸域：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

縣等 6縣市全部行政區域，面積計有 10,002.0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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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為保護、利用與管理海域資源及土地，並為防治海岸災

害，以平均海水面至等深線 30 公尺，或平均海水面向海

6 公里處畫定海域範圍，面積 5,187.07 平方公里。 
（一）第一次通盤檢討 

主要以地方生活圈之構想為主，提出以生活圈代替縣市

之分界，將南區劃分為不同的都會圈，以高雄為例，將高雄

市劃為高雄都會生活圈，其下再細分為高雄、岡山及旗山次

生活圈。 
1. 高雄次生活圈 

本區之發展以多核心都會區發展型態為主，並利用高雄

港之港埠機能及配合資訊埠之建設，可發展為海運中心，以

商業、運輸倉儲、服務業、科技工業為發展方向，發揮區域

中心的角色功能，故以「生產」為主。 
2. 岡山次生活圈 

本區可配合台南、高雄次生活圈之工業發展型態，以科

技、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並可加強與台南市、高雄市交通

上的連繫，使未來都會區人口分散至本區，以降低都會區之

擁擠，故以「生產」、「居住」為主要功能。 
3. 旗山次生活圈 

本區屬多山地地形，由荖濃溪沿線風景區構成的荖濃溪

系統，為南部區域觀光系統之一，應以農業生產專業區及工

業區來穩住現住人口，以「遊憩及自然保育」為主。 
（二）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於建設地方生活圈之基礎上，將高雄工業發展融合入其

中，並規劃設置智慧型工業園區，以科技研發、產銷為主，

另配合高雄港口海運中心之設置，發展高附加價值之再出口

工業及港埠關聯工業，產業發展則以電力及電子業、通訊工

業、機械設備業、運輸工具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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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發展重點包括（第二次通盤檢討） 
1.設置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基地。 
2.高雄港關連工業區設置計畫。 
3.中心衛星工廠推展計畫。 
4.加工出口區發展為附帶價值高之技術密集型工廠。 
5.重化工業予以保留或輔導遷離高雄市區。 
6.大林蒲外海新生地設置為污染性工業或做航太工業使用。 

 
南部區域計畫現行計畫年期係以民國 94 年為計畫目標

年，考量未來發展、各重大建設時程及配合國土綜合發展計

畫（草案），本次檢討將計畫年期調整至民國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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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申請單位 
開發單位 國峰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圖號  圖 2.1.1   

規劃單位 
申請單位 公鼎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圖名 台灣南部區域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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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綜合發展計畫 

（一）高雄市綜合發展計畫 
高雄市目前之發展願景在希望成為「海洋首都」，其區域經

濟發展策略、複合運輸、健康城市與永續城市，及落實三生理

念的城市空間發展架構簡述如下：  
1. 區域經濟發展策略 

區域經濟發展採取「自由經貿」與「國際觀光」雙主軸

之發展策略。 
2. 複合運輸 

高雄市在運輸發展上以發展成為一整合陸、海、空與資

訊之 4D 運輸城市為目標。未來須加強的方向將包括：層級

分明有序的道路系統、便捷的大眾運輸服務系統、完善的自

行車環境、觀光化的藍色公路系統、良好的步行環境、優質

的資訊與通訊系統服務等等。 
3. 健康城市與永續城市 

面對傳統重化工業逐漸面臨轉型需要的契機，加上京都

議定書所帶來環境品質改善的壓力，高雄市亦有必要逐漸擺

脫工業城市的意象，走向健康、永續的願景。  
4. 落實三生理念的城市空間發展架構  

(1)北高雄：文化、科技、綠生活新都心  
(2)中高雄：水岸、文化、休閒的商業發展核心  
(3)南高雄：海空門戶、海洋科技的產業運籌中心 

（二）原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 
為縣區域內長期發展的具體指導計畫，依據各地資源之分

佈，制訂相關發展策略，藉以整合地方的軟硬體建設，避免公

部門間資源投資的浪費；配合區域空間的功能重整，引領公私

部門的積極參與資源重新配置，並力使資源之分配符合民眾利

益。本基地開發計畫位於路竹鄉，在發展區位上屬於岡山地區，

自然資源豐富，具備多項開發計畫及重大建設，如竹科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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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橋頭新市鎮、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與興達港多功能計

畫等，整體發展目標設為：海洋生態保育、科技產業發展、生

活休閒活化三大目標，將岡山建構為一個藍色永續生活之科技

產業都會帶－岡山海洋都會帶。以南科高雄園區為核心，配合

科學園區的開發，結合路竹鄉地方特性，規劃具多重性機能的

生活環境，並配合燕巢大學城之發展，進一步加強輔導高科技

產業發展，使南區成為「高科技產業生產基地」及「科技產業

之城」。 
（三）縣市合併後空間發展定位 

1. 北高雄：科技研發區  
原有之楠梓地區工業與仁武、大社一帶之工業區進行整

合，可帶動北高雄發展生態之示範社區。  
2. 中高雄：經貿生活商業核心區  

健全高雄市各階層之商業服務，並形成大眾運輸網路及

串聯交通運輸系統，以緊密形成都市網絡。  
3. 南高雄：物流運籌發展區  

因應高雄市之自由貿易港區及臨海工業區轉型，強化海

空聯運，以發揮小港機場及高雄港之最大效益。 

四、上位計畫及區域計畫重要摘要 
依據台灣南部區域計畫配合上位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在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的前提下，促進國內土地的合理利用，提

高人民的生活品質，並兼顧生產環境的需要。根據國土經營管理

制度方面可發展地區之發展策略之一為：釋出農地，支援生活、

生產所需，及發揮開放空間功能。另依據原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

在土地使用方面，以多樣化運用發展為主，利用農地、軍事用地、

公有或國有土地、工業用地的釋出，平衡環保與產業的發展，並

加以研發低污染的產業類型，或引進低汙染、高科技產業進駐，

並配合原有的地方資源型產業發展，評估訂定污染型工業的逐年

遷廠計畫，並嚴格取締非法的違章工廠，杜絕污染性的工業進入。



第二章  產業園區所屬區域計畫或 

都市計畫之相關內容及土地使用計畫圖表 

－2-7－ 

本案利用釋出之台糖農業土地供興辦工業人設廠使用，支援本公

司發展，促進土地的有效使用，避免土地低度利用，造成浪費閒

置之情況產生，故本案開發區位與台灣南部區域計畫規劃內容與

發展目標，並無不符。 
簡言之，台灣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以建立

地方生活圈為基礎，將高雄工業發展融入其中，產業發展以電力

及電子業、通訊工業、機械設備業、運輸工具業為主。而本開發

計畫之實施，可直接供給國內需求，並刺激國內相關行業景氣及

促進本地區經濟環境之改善，吸引就業及服務人口遷入，以符合

「台灣南部區域計畫」之發展策略及岡山次生活圈之發展構想。

高雄市及原高雄縣之綜合發展計畫為高雄市/縣區域內之長期發

展之具體指導計畫，縣市合併後結合各地產業串聯，並依分區特

色帶動產業發展或轉型。本案開發實施後可提升路竹地區產業發

展空間，配合國道一號的運輸進一步提升產業層級，促進本區生

活及經濟環境之改善，吸引都會區人口進駐及發展，創造科技工

業開發之優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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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區位分析 

一、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長期路網計畫 
高高屏之核心生活圈地帶，包括原高雄市全市 11 個行政

區、高雄市湖內區、茄萣區、路竹區、阿蓮區、田寮區、永安

區、岡山區、燕巢區、彌陀區、梓官區、橋頭區、大社區、仁

武區、屏東市及屏東縣長治鄉、麟洛鄉、萬丹鄉、新園鄉、頂

崁鄉、東港鎮等 37 個行政區。原高雄縣政府於民國 95 年 6 月

28 日公告大眾捷運系統長期路網計畫，都會核心區路網方案採

環格狀路網案，包括「綠線」、「棕線」、「黃線」、「輕軌環線」、

「鳳山線」等路線，延伸線路線方案包括紅、橘線延伸至屏東、

岡山、路竹、五甲、右昌、大鵬灣、填海造陸、大寮、旗津及

大坪頂地區。至目前已興建完成紅、橘雙線大部分之建築，另

往岡山延伸之南岡山站已於 101 年 12 月 23 日通車營運，此站

為紅線的北端終點站。未來岡山路竹延伸線由此站向北延伸。

此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9 年，預計於完成時，將為高高屏地區

帶來更方便的大眾運輸。 

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基地銜接中山高速公路交流道聯絡道計畫 
此為長期路網規劃路線之ㄧ，亦配合工業園區發展，提高

園區對外交通便利程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已於民國 94
年 3 月開工，至民國 96 年 8 月完工通車。該工程範圍約自中山

高速公路統一里程 342k＋500 附近西至路竹基地，長約 4 公里。 

三、影響分析 
高雄捷運之興辦，無疑又推動了另一次生活圈之擴大，使城

鄉地區發展趨於平衡，而捷運之開設亦增加不少工作機會，促進

社會經濟發展。本基地位於路竹區，而岡山路竹延伸線為高雄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長期路網規劃路線之一，故延伸線計畫實施有

助於本計畫目標之達成，另外配合竹科園區所興建銜接中山高速

公路交流道聯絡道計畫，屆時將提供更方便之交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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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源區位分析 

一、台灣地區南部區域水資源綜合發展計畫 
台灣地區南部區域水資源綜合發展計畫之擬定，係為因應

台灣南部地區至民國 110 年之整體用水需求所進行之整體考

量，主要是針對水資源之供需狀況加以檢討，並配合國土綜合

開發計畫、區域計畫、各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現階段水資源政

策綱領等加以全面研討，作為南部區域水資源開發與調配之指

導原則。主要考量在於水資源乃是有限、寶貴的資源，必須能

兼顧水土與環境生態維持以及區域水資源的供需，並且在水資

源供給潛能限制與區域（地區）整體發展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故宜在評估區域的水資源供給為有限、寶貴資源之前提下，擘

劃水資源供需發展方向。計畫範圍包括嘉義地區、台南地區、

高雄地區及屏東地區等。 

二、高雄科學工業園區基地內及其相鄰道路範圍之地下電纜輸電網

路工程計畫 
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擬訂，其工程計畫

包括「基地內輸電網路」及「相鄰道路輸電網路」。 
（一）基地內輸電網路 

係指規劃埋設於「台 1」省道西側之路竹基地綠帶內，於

民國 91 年 7 月開工，於民國 98 年完工。 
（二）相鄰道路輸電網路 

指沿「台 1」省道路線佈設，北起湖內鄉玉山社區附近，

南至岡山本州農場附近，路竹基地以北路段約 4.6 公里（簡稱

「北段」，即高苑技術學院至玉山社區間），基地以南路段 2.0
公里（簡稱「南段」，即路竹基地南端至岡山本州農場間），

相鄰道路輸電網路工程計畫皆已完工。目前高雄科學園區電

力供電充裕，主要供電變電所為路北 E/S、竹嶺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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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分析 
南部區域水資源綜合發展計畫主要是調節南區水資源之利

用，避免使有限資源浪費流失，而開發計畫以民生用水為主，

其用水需求較既有蔗田為低，故設廠完成後對本計畫之區域供

水並不會造成影響，而「台灣地區南部區域水資源綜合發展計

畫」完成後對本開發計畫之區域供水將有正面效益。加上上述

地下電纜輸電網路工程計畫，如兩者皆確切完工將可帶給路竹

地區有效率之供水設施及穩定充足的供電量，並可維護路竹地

區之生態資源，減少對環境所造成之損害，亦對本工業開發計

畫有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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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集聚區位分析 

一、基地周邊工業區開發情形 
本計畫基地半徑 5 公里內工業區包括高雄市之南科高雄園

區、岡山本洲工業區、南區環保科技園區、永安工業區、興達

港遊艇專區，以及位於台南市仁德之保安工業區，其中永安工

業區、保安工業區為已開發完成且使用率將近 100%，岡山本洲

工業區目前招商情形大約八成，開發狀況良好；此外，南科高

雄園區、興達港遊艇專區則為辦理開發中，相關位置詳圖 2.4.1
基地鄰近區域位置圖。 

（一）南科高雄園區 
行政院於民國 89 年 2 月同意由原台糖公司於高雄市路竹

區開發之智慧型工業園區作為南科路竹園區用地，並於 90 年

4 月 6 日核定，路竹園區於 93 年 7 月 27 日更名為高雄園區。

南科高雄園區面積約為 570 公頃，依其開發工程計劃自民國

90 年開始至 99 年，各期開發區再依工程內容及時程需求分區

開發，預計於 2010 年開發完成後，於 2020 年預估產值可達

新台幣 5000 億元，員工人數 42000 餘人。 
（二）岡山本洲工業區 

岡山本洲工業區位於高雄市岡山區本洲段，為台糖本洲

農場現址，北臨 40 米寬台 1 省道，西與永安工業區相隔約 400
米，為新開發完成之工業區，以金屬加工產業（如螺絲業）

為主，土地用途以製造業為主，相關產業服務為輔，配合高

雄科學園區，展現智慧型多功能之工業園區型態。全區開發

總面積 208 公頃；其中可售土地面積約 133 公頃，公共設施

用地含公園綠地達 7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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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基地鄰近區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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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環保科技園區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位於岡山本洲工業區東側基地坵塊方

正完整，具備完善硬體公共設施及軟體服務。全區 40.11 公頃

土地規劃設置「南區環保科技園區」，配置量產實證區（26.19
公頃）、研究發展與教育展市區（3.31 公頃）、公共設施（10.61
公頃）、相較於一般工業區著重於產能的增加，而科技園區致

力於技術的提升，環保科技園區則兼顧量產與研發。 
（四）永安工業區 

本工業區位於高雄市永安區與岡山區交界處，鄰近岡

山、永安、彌陀、梓官、路竹等市鎮，南為 186 縣道，連接

台 17 線濱海公路至高雄台南，另外又連接縱貫公路以及高速

公路岡山交流道，交通堪稱方便。開發總面積為 73.2 公頃，

除公共設施（道路、水溝、綠帶、服務大樓、污水處理廠）

面積佔 8.9 公頃外，可建廠面積為 64.3 公頃，出售率百分百，

廠商數有 65 家，行業類別以金屬基本工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等為主。 
（五）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 

為因應遊艇產業發展趨勢大型化、大高雄臨海及大發工

業區遊艇廠現有腹地不足，無法擴廠、多數船廠未臨水岸，

新建造遊艇需長途陸運到港邊下水出口，以及遊艇製造過程

中，相關五金、零件、設備等廠商分散各地，無法形成聚落，

降低生產成本，不利於遊艇產業之長遠發展，高雄市政府提

出「高雄市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開發計畫，以期利用約

113.1 公頃土地成立遊艇產業園區，整合遊艇業上、中、下游

廠商，建構以太陽能發電、提供臨港碼頭大型廠房、下水設

施、提高製造效率、降低運輸成本之低碳產業園區。 
此為全國公部門第一個委託公民營事業開發之產業園區

開發案，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3 日由德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得

標。園區預估總投資金額為 50 億元，年產總值約可達 100 億

元，預計可提供 4,000 人以上之就業機會。將以分期分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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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第 1 期約 46.62 公頃土地預估可於 102 年底完成開發，

第 2 期約 66.47 公頃土地預估可於 103 年底完成開發。 
（六）保安工業區 

民國 59年永德土地開發公司依獎勵投資條例規定直接報

經行政院核准投資開發，72 年移轉時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工業區位於仁德區保安村奇美實業旁，距國道一號仁德

交流道約 6 公里，對外以國道一號為主，總面積約為 60 公頃，

目前共有 179 家進駐，而產業類別以食品及飲食製造業、塑

膠製品製造業、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製品製造業以及機械設

備製造修配業為主。 

二、新訂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基地特定區計畫 
本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計畫範圍北以延平路及部分路

竹都市計畫農業區為界，西至「台 17」省道，東至縱貫鐵路，

南至「186」縣道及岡山都市計畫邊界，總面積約 2,325 公頃（含

路竹基地約 571 公頃、岡山本州工業區約 208 公頃、永安工業區

約 73 公頃及路竹都市計畫農業區約 113 公頃），計畫人口 9萬人。 

三、基地周邊開發案現況 
本計畫區位於新園農場境內，目前周邊開發案（油機、慈

陽、震南、英鈿、天聲）皆已取得開發許可，並陸續依計畫建

廠使用，各產業園區位置詳圖 2.4.2 周邊開發案位置圖。 

四、影響分析 
本計畫區周圍共計有 6 處工業區，包含有金屬、化學材料、

機械設備等相關製造業，另外有台灣首座遊艇專區及環保科技園

區，相關產業之設置於此逐漸形成了集聚效應，利用關聯之產業

發展，可有效節省資源之損失。另外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基地

開發計畫完成可引進高科技廠商進駐，促進路竹地區工商業發

展，對本開發計畫亦有正面影響。該計畫預計可有效規劃利用土

地，營造良好投資環境吸引廠商進駐，促進地區工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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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周邊開發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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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 
範

圍 計畫名稱 
主管 
單位 

計畫 
目標年 相互關係或影響 

計

畫

範

圍

內 

台灣南部區域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內政部 民國 
110 年 

可供給國內高科技工業之需

求，並刺激相關行業景氣及

促進本地經濟環境之改善，

吸引大量就業及服務人口遷

入，以符合區域計畫之發展

策略及岡山次生活圈之發展

構想。 
台灣地區南部區域水資

源綜合發展計畫 
經濟部 
水利署 

民國 
110 年 

該計畫完成後對本開發計畫

之區域供水有正面效益。 

高雄市綜合發展計畫 高雄市 
政府 - 

面對傳統重化工業逐漸面臨

轉型需要的契機，加上京都

議定書所帶來環境品質改善

的壓力，高雄市亦有必要逐

漸擺脫工業城市的意象，走

向健康、永續的願景。 

開

發

行

為

半

徑

十

公

里

範

圍

內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長期路網計畫 
原高雄 
縣政府 

民國 
119 年 

岡山路竹延伸線為本計畫長

期路網規劃路線之ㄧ，故延

伸線計畫之實施有助於本計

畫目標之達成。 

新訂台南科學工業園區

路竹基地特定區計畫 
原高雄 
縣政府 

民國 
115 年 

可促進路竹地區工商業發

展，對本開發計畫有正面影

響。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

基地銜接中山高速公路

交流道聯絡道計畫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管理局 

民國 
96 年 

該計畫為本計畫長期路網規

劃路線之ㄧ，故聯絡道計畫

之實施有助於本計畫目標之

達成。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

基地內及其相鄰道路範

圍之地下電纜輸電網路

工程計畫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公司輸變

電工程處 

民國 
98 年 

電纜輸電網路工程計畫可使

路竹地區有穩定電壓及供電

量，對本開發計畫有正面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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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使用計畫圖表 

一、土地使用內容 
本開發計畫場址土地總面積約 57,624 平方公尺，使用編定現

況為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申請變更為工業區國土保安用地、水

利用地、交通用地，以及丁種建築用地。 
土地變更編定後，各使用地類別使用強度，僅就本公司變更

為工業區範圍之土地，依《產業創新條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園區各種用地

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等相關規定，劃設各種使用地類別及其面

積。基地內土地使用強度將依相關法規規定之建蔽率、容積率進

行使用規劃。配置面積及占基地全區百分比詳表 2.5.1 基地全區土

地使用內容及圖 2.5.1 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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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土地使用項目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占全區土地百分比 

工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10 公尺隔離綠帶 
（沿界址構築圍牆） 9,173.00 15.92% 

水利用地 滯洪沉砂溝 3,348.00 5.81% 
交通用地 穿越性道路 1,193.00 2.07% 

丁種建築用地 

廠房Ⅰ 11,442.00 19.86% 
辦公室 78.00 0.13% 
廠房Ⅱ 13,464.00 23.37% 
警衛室 7.00 0.01% 
附屬 
停車場 

機車停車場 52.00 0.09% 
汽車停車場 1,080.00 1.87% 

綠化空地 3,363.00 5.84% 
類似通路 9,565.00 16.60% 
生活廢棄物儲存場 15.00 0.03% 
10 公尺 
隔離設施 

綠化空地 4,785.00 8.30% 
類似通路 59.00 0.10% 

總計 57,624.00 100.00% 
註： 

1. 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2.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類似通路：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

帶使用性之建築物（包括機關、學校、醫院及同屬一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似建

築物），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類似通路視為法定空地，其

寬度不限制。」 
3. 本案配置 2 層樓式建物於廠房Ⅰ之東南角，一層作辦公室使用，二層作宿舍使用，

結構與廠房相同採鋼骨構造，並未劃設獨棟之辦公大樓；另於廠房Ⅰ中規劃發電

機室 55 平方公尺，面積納入廠房Ⅰ計算。 
4. 基地內之生活廢棄物儲存場分設於各棟廠房內，並興建獨立之生活廢棄物儲存場。 
5. 基地臨臺 28 線沿界址退縮 11.5 公尺隔離綠帶構築圍牆，以減少對景觀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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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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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用地用途之使用規範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規定：「產業園區得規劃下列

用地： 
一、產業用地。 
二、社區用地。 
三、公共設施用地。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用地。 
產業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六十。 
社區用地所占面積，不得超過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 
公共設施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

十。 
依據《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規定：

「工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以供下列設施使用： 
一、 公共設施：指供園區使用之綠地、綠帶、防風林、隔離

（綠）帶、公園、滯洪池與地下水監測設施、廢棄物處

理、廢水處理與其他環保設施、排水系統、雨水、污水

下水道系統、中水道系統、港埠、堤防、道路、廣場、

停車場及兒童遊樂場。 
二、 公用事業設施：指提供園區使用之電力（輸配電、變電

所、電塔）、天然氣加壓站及自來水給水設施。 
三、 公務設施：指園區管理機構、警察及消防機關。 
四、 文教設施：指學前教育、學校、體育場及社教設施。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公共設施。 
前項第一款之綠地、綠帶、防風林、隔離綠帶及公園使用土

地之合計面積，應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以上。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設施使用土地之合計面積，

應達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案產業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說明 

依據表 2.5.1 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本案產業用地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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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用地（依據《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定欺

之公共設施用地）配置說明如下： 
（一）產業用地面積 

本案依《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3
條規定規劃產業用地（一），除隔離綠帶、10 公尺隔離設施、

滯洪沉砂溝及穿越性道路為公共設施用地外，其餘土地均為

產業用地（一），面積總計 39,066.00 平方公尺，占全區面積

67.79%。 
（二）社區用地面積 

本開發計畫為單一興辦產業人國峰公司投資設廠使用，

區內作為生產之用，並未規劃社區用地。 
（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本案規劃隔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10 公

尺隔離設施、滯洪沉砂溝及穿越性道路等，均屬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總計 18,558.00 平方公尺，占全區面積 32.21%，符

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不得低於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

之二十」之規定，其中 10 公尺隔離設施面積共 4,844.00 平方

公尺，編定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使用規劃有綠化空地及類

似通路，而隔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面積 9,173.00
平方公尺，占全區 15.92%，符合《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

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綠地，應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

十以上」之規定。 

表 2.5.2  各用地面積一覽表 
 面積（m²） 占全區百分比 法規規範 
產業用地（一） 39,066.00 67.79% ≥60.00% 
社區用地 0.00 0.00% ≤10.00% 

公共設施用地 

隔離設施 4,844.00 

32.21% ≥20.00% 
隔離綠帶 9,173.00 
滯洪沉砂溝 3,348.00 
穿越性道路 1,193.00 

總計 57,624.00 100.00%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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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第一節  產業環境分析 
臺灣產業分佈依北、中、南、東區域劃分為四大區域，其中南

部區域包含高雄市、臺南市、嘉義縣市、屏東縣、澎湖縣等縣市，

南區一直是臺灣的工商製造業的發展核心，以工業發展為主，可由

表 3.1.1 工商及服務業 100 年普查結果統計中，明顯看出南部工商業

的發展重心為高雄市，而製造業則以臺南市區域為主。 

表 3.1.1  臺灣南部區域工商及服務業 100 年普查結果統計 
地區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嘉義縣 屏東縣 澎湖縣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9 33 1 3 44 - 
製造業 15,674 13,811 1,187 2,740 2,040 24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5 44 4 28 31 6 
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 425 760 46 126 196 16 

營造業 5,640 11,811 995 1,899 2,591 342 
批發及零售業 43,115 64,850 7,896 8,478 16,376 2,411 
運輸及倉儲業 2,354 6,293 426 712 855 317 
住宿及餐飲業 11,439 16,676 2,582 2,239 5,517 74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621 1,135 90 56 126 30 
金融及保險業、 
強制性社會安全 1,671 2,629 314 257 410 79 

不動產業 1,245 1,987 320 108 291 62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3,141 5,243 740 357 814 68 

支援服務業 1,693 2,952 357 319 674 252 
教育服務業 1,641 2,577 405 217 482 38 
醫療保健業及 
社會服務業 2,567 3,947 580 411 1,045 121 

藝術、娛樂及 
休閒服務業 1,451 2,092 348 265 899 93 

其他服務業 8,876 14,693 2,217 1,924 3,999 354 
總計 101,607 151,533 18,508 20,139 36,390 5,18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 100 年普查初步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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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發展，自民國 40 年以來，經歷各時期的產業結構變化；

由早期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進入目前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時代，從

勞力密集產業轉向知識密集產業。在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農業仍

為一大基礎產業，聯繫著一國的糧食命脈，其中輔助農業生產的肥

料製造更是不可或缺。 
西元前 900 年開始，人類就懂得施用糞肥，但成效有限，飢荒

仍不時發生，1840 年德國人尤斯圖斯·馮·李比希 Justus von Liebig 才

首次發現植物所需的化學養分，是化學肥料的開端，農業產量大增，

從此人類飢荒問題開始大幅減少。自 1987 年起，農大黑綠旺有機質

肥料逐漸展露頭角，農業肥料逐漸由全面化學肥料的使用，轉換為

了保養土壤而使用有機質肥料。1993 年農大工廠地址變更，公司也

由「農大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更改為「長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且並積極針對有機質肥料進行新的改良，且仍以農大黑綠旺系列行

銷。2011 年「長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再次更名為「國峰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峰系列的新型肥料啟動，並搭配農大黑綠旺

系列傳統有機質肥料行銷。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網站資料，國峰公司之國峰篦麻

粕（植物渣粕肥料）、國峰 8 號肥料（雜項堆肥）及國峰特 1 號（混

合有機質肥料）肥料皆入選之 101 年度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

單。 
未來三年國峰公司將針對生產自動化做製程上的改善。綠色能

源是世界未來趨勢，國峰公司將與亞洲綠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策略

聯盟，提供專業的綠能作物品種種苗，種植諮詢與產業鏈連結分析。

積極投入新能源產業，以蓖麻籽為原料壓榨生產蓖麻原料油與蓖麻

潤滑基礎油，蓖麻潤滑基礎油可作為石化潤滑油的一種替代品，可

廣泛用於汽車發動機、航空航太用潤滑油、機械設備液壓油，以可

再生能源來替代有限的石化資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3%9E%E8%82%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A4%E6%96%AF%E5%9C%96%E6%96%AF%C2%B7%E9%A6%AE%C2%B7%E6%9D%8E%E6%AF%94%E5%B8%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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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雄市產業環境 

一、高雄市經濟產業計畫 
（一）原高雄縣地區產業結構特色如下: 

1. 失調的產業經濟結構 
目前偏向二級產業的發展，三級產業也相對落後。五大基

本工業為化學材料業、金屬基本工業、塑膠製品製造業、食品

製造業及金屬製品製造業。 
2. 不均勻的產業與空間結構 

產業空間分布上，三山地區（鳳山、岡山、旗山）呈現不

均勻的產業特性，也各有不同的產業發展問題。鳳山區以二級

產業為主，其發展之鋼鐵重工業，違章工廠遍佈，居民飽受環

境污染威脅；岡山區以金屬製造業為主，二級產業不振，沿海

地區亦面臨環境污染的問題；旗山以一級產業為主，旅遊服務

業次之，即將面臨農業入關的危機，以及觀光開發所帶來的自

然生態破壞。 
3. 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間的衝突 

石化業與金屬工業在發展的過程帶來經濟繁榮，也同時帶

來嚴重的環境與公害問題。  
4. 勞動質量與產業結構間的衝突 

原高雄縣地區勞動素質與教育水平的低落，三級產業的專

業人才不足，且多半外流到高雄市（原高雄市），更成為產業

升級的最大阻礙。 
5. 技術的瓶頸與產業升級的困難 

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在技術研發以及市場經營

上都有其限制，無法突破技術瓶頸，達成產業升級的目標。 
6. 產業外移與經濟衰退 

持續性產業外移造成本市員工人數下降、整體經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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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想與發展方向 

於原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中，有關經濟產業之計畫，主

要分成農業部門和工商業部門，其發展構想和策略分述如下： 
1. 農業部門之發展構想和策略： 

(1) 獎勵朝向地方特色、精緻、休閒觀光發展的自然休閒農業。 
(2) 把握區位優勢，健全產銷網絡與行銷，以提昇其市場競爭力。 
(3) 協助管制沿岸海域污染源及地下水抽取，積極評估、培育漁

業資源。 
(4) 推動自然生態農業，強化農業對自然與居住環境的積極角

色。 
(5) 強化農漁民組織，鼓勵農漁民走向合作組織經營方式，並整

體規劃農漁村生活圈，重振農漁村文化。 
2. 工商部門發展之方向規劃： 

(1) 平衡環保與產業的發展，研發低污染的產業類型。 
(2) 加速產業升級，建立高科技主導的產業發展方向。 
(3) 建立南部煤體資訊中心，強化南部區域資訊流通的功能。 
(4) 配合文化旅遊的發展趨勢，復振傳統地方資源型產業。 
(5) 結合生產與行銷間的通路，建立二三級產業垂直分工的連

結。 
(6) 提昇三級產業的專業水準，帶動地方產業的轉型。 
(7) 加強縣民教育與職技訓練，提昇勞動素質水準。 

（三） 承續針對原高雄縣地區自民國 85 年至 89 年有關經濟產業重

要發展現象及發展趨勢之分析，以及原計畫內容和實施方案

成效之檢討，修訂原高雄縣未來經濟產業部門發展總目標為

「知識化、效率化的產業環境」，次目標如次： 

1. 發展科技化農業、提昇整體生活水準 
2. 引導科技工業有效發展並協助傳統工業轉型  
3. 高品質商業環境的整備 
4. 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全球化發展並有效轉型相關次目標、發展構

想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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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市產業結構 
（一）農林漁牧業 

根據高雄市政府統計資訊服務網之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101 年在農業方面，路竹區（原路竹鄉）之耕地面積為 2,501.42
公頃，其中水田為 1,500.84 公頃，旱田為 1,000.58 公頃，計

從事農業之人口數為 16,716 人。在漁業方面，主要為內陸淡

水魚塭養殖業，計從事漁業之人口數為 465 人。在畜牧業方

面，家畜數量主要以豬隻數量最多 67,328 頭，羊次之 1,465
頭，乳牛最少 5 頭；家禽數量主要以雞隻數量最多 1,471,940
隻，鴨次之 40,200 隻，鵝再次之 28,070 隻。 

（二）工商服務業 
為了解工商及服務業之資源分布及經營概況，以供政府

規劃經濟建設及業者推展業務之參據，行政院主計處每五年

會辦理一次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依據最近一次 100 年普查結

果初步統計如表 3.2.1 所示，路竹區之工商及服務業開業家數

共有 2,825 家，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占大多數為 1,010 家，製

造業次之為 667 家。另外在就業人口部份如表 3.2.2，路竹區

工商服務之就業人數為 21,397 人，主要之就業分布在製造業

14,476 人，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2,7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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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高雄市地區及路竹區工商及服務業家數統計 
地區 高雄市 路竹區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3 1 
製造業 13,811 66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4 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760 18 

營造業 11,811 164 
批發及零售業 64,850 1,010 
運輸及倉儲業 6,293 111 
住宿及餐飲業 16,676 29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135 6 
金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2,629 46 

不動產業 1,987 2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243 56 

支援服務業 2,952 39 
教育服務業 2,577 4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947 6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092 31 

其他服務業 14,693 244 
總計 151,533 2,82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 100 年普查初步結果統計表。 

表 3.2.2  高雄市地區及路竹區工商及服務業就業人口數統計 
地區 高雄市 路竹區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75 - 
製造業 264,381 14,47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511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614 46 

營造業 73,777 898 
批發及零售業 208,651 2,710 
運輸及倉儲業 48,996 673 
住宿及餐飲業 51,740 595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1,589 25 
金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35,248 465 

不動產業 9,550 5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4,611 158 

支援服務業 42,826 165 
教育服務業 13,418 15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0,432 54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7,522 65 

其他服務業 23,173 346 
總計 875,214 21,39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 100 年普查初步結果統計表。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7－ 

三、高雄市工商業登記家數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及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統計資料得

知，於高雄市工商業登記之情況如下： 
（一）於 102 年 8 月止高雄市辦理工廠登記之總家數為 6,718 家，詳

如：圖 3.2.1 高雄市各業工廠分布圖、表 3.2.3 高雄市各業工

廠統計表。 
（二） 於 102 年 8 月止辦理高雄市商業登記者共有 108,495 家，詳

如：表 3.2.4 商業登記現有家數及資本額－按行業別及年度別

分。 
（三） 於 102 年 8 月止辦理高雄市公司登記者共有 77,609 家，詳如：

表 3.2.5 公司登記現有家數及資本額－按行業別及年度別分。 

圖 3.2.1  高雄市各業工廠分布圖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8－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9－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10－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11－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12－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13－ 

 



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3-14－ 

四、高雄市性別比例及人口密度 
根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資訊之人口統計資料如表 3.2.6

顯示，路竹區至民國 102 年 9 月底現住戶數為 16,440 戶，人口

數為 53,051 人，平均每戶之人口數量約為 3.23 人。路竹區土地

面積為 48.4348 平方公里，其人口密度約為 1,095.31 人／平方

公里。此外，其男性計 27,107 人，女性計 25,944 人，性比例為

104.48，顯示該地區之男、女性比例較為平衡，受傳統觀念約

束較少。 

表 3.2.6 高雄市及路竹區性別比例及人口密度 
地區 

項目 高雄市 路竹區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2,947.6159 48.4348 
村里數 893 20 
戶數 1,055,340 16,440 

人口數 
共計（人） 2,779,246 53,051 
男性（人） 1,386,293 27,107 
女性（人） 1,392,953 25,944 

人口密度（人／平方公里） 942.88 1,095.31 
戶量（人／戶） 2.63 3.23 
性比例（男／女*100） 99.52 104.48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查詢。 

（一）人口數量 
根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網站之統計資訊之人口統計資料

如表 3.2.7 顯示，路竹區至民國 102 年 9 月底現住人口數為

53,051 人，占全市人口數之 1.91%，屬高雄市境內人口數較

少之地區，自 102 年 1 月至 102 年 6 月共計有 1,127 人遷入路

竹區，1,214 人遷出，出生人數為 275 人，死亡人數為 282 人，

合計較 101 年 12 月減少了 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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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 高雄市及路竹區人口數量增減情形 

地區 
項目 高雄市 路竹區 

100 年底人口數（人） 2,774,470 53,443 
101 年底人口數（人） 2,778,659 53,145 
102 年 9 月底人口數（人） 2,779,246 53,051 

102.01.01 
～ 

102.09.31 

社會增減 
遷入（人） 102,579 1,127 
遷出（人） 103,609 1,214 

自然增減 
出生（人） 15,926 275 
死亡（人） 14,309 282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查詢。 

 
（二）年齡結構 

年齡結構可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0～14 歲之年

輕人口或依賴幼童組，第二階段為 15～64 歲之成年人口或生

產人口組，第三階段為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口或依賴老年組。

根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資訊之人口統計資料如表 7.2.8顯
示，路竹區之年輕人口占約 14.93%，成年人口占約 72.95%，

老年人口占約 12.12%，顯示該地區年齡結構以成年人為主。 

表 3.2.8 高雄市及路竹區年齡結構分布情形 
地區 

項目 高雄市 路竹區 

102 年 9 月底人口數（人） 2,779,246 53,051 

年齡結構 

0～14 歲 
人數（人） 374,579 7,921 
百分比（%） 13.48 14.93 

15～64 歲 
人數（人） 2,093,064 38,700 
百分比（%） 75.31 72.95 

65 歲以上 
人數（人） 311,603 6,430 
百分比（%） 11.21 12.12 

依賴人口指數 
總扶養率（%） 32.78 37.08 
幼年人口扶養率（%） 17.89 20.47 
老年人口扶養率（%） 14.89 16.6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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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當地產業現況 
位處嘉南平原上的高雄市路竹區，地形平坦。在交通方面，沿

著高速公路可以快速到達高雄港及小港國際機場；除此之外還可利

用縱貫鐵路、縱貫公路和沿海公路聯絡其他縣市，可說是交通四通

八達、腹地廣闊。也因此，路竹區的製造業發達，南科高雄園區也

設立於此。 
就引進產業型態而言，高雄市路竹區之肥料製造廠商約有四家

分別為國峰公司、長鶴企業有限公司、亞當農產有限公司、冠高實

業有限公司等。國峰公司之農大黑綠旺有機質肥料行銷範圍廣大，

主要供應全國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及農會所屬各產銷班，此

次國峰公司於路竹區擴廠，與當地現有之製造業定能產生一相輔相

成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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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進駐產業分析 

一、引進產業類別 
本案係國峰公司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設置，未來由國

峰公司以單一興辦產業人設廠使用。國峰公司創立於 1987 年，

為臺灣農大黑綠旺有機質肥料製造廠，屬肥料製造業。 
預計擴廠後將從事肥料製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專

業產銷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基礎油等。 

二、引進業者介紹 
農大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987 年核准設立，農大黑綠旺有

機質肥料逐漸展露頭角，農業肥料逐漸由全面化學肥料的使

用，轉換為了保養土壤而使用有機質肥料。1993 年農大工廠地

址變更，公司也由「農大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更改為「長旺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且並積極針對有機質肥料進行新的改

良，且仍以農大黑綠旺系列行銷。2011 年「長旺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再次更名為「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沿革 
76 年： 6 月：核准設立農大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年營業額新臺

幣 300 萬元。 
82 年： 農大工廠地址變更，公司更名為「長旺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並針對有機質肥料進行新的改良。 
99 年： 12 月：年營業額新臺幣為 580 萬元。 
100 年： 11 月：公司更名為「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營業額新臺幣 1,000 萬元。 
101 年： 3 月：入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1 年度國產有

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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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現況 
國峰公司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674 號，產業類別屬

肥料製造業，從事有機質肥料生產，目前公司員工人數為 15
人，皆為本籍勞工。 

國峰系列的新型肥料啟動，並搭配農大黑綠旺系列傳統

有機質肥料行銷。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資料，國峰公

司之肥料於 101 年度初次入選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

單，至今已有近十種肥料種類列入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

中。每年營業額約六千萬元，生產之有機質肥料銷售予全國

經銷商與各縣市鄉鎮農會及農會所屬之產銷班。 

（三）未來經營目標 
未來三年國峰公司將針對生產自動化做製程上的改善。

綠色能源是世界未來趨勢，國峰公司將與亞洲綠能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策略聯盟，提供專業的綠能作物品種種苗，種植諮

詢與產業鏈連結分析。 
積極投入資源再利用及綠能產業，以蓖麻籽為原料生產

蓖麻原料油與蓖麻基潤滑油，蓖麻基潤滑油可作為石化潤滑

油的一種替代品，用於汽車發動機、航空航太用潤滑油、機

械設備液壓油，以可再生能源來替代有限的石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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