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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基本資料 
（一） 申請人 

1. 開發單位：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規劃單位：公鼎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 申請變更用途：工業區工廠使用。 
（三） 土地區位與段別：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 2012 地號，共一筆土地。 
（四） 申請變更面積：約 57,624 平方公尺。 
（五） 變更前土地編定：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 
（六） 土地使用現況：荒地 
（七） 變更後土地編定 

1. 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工廠使用。 
2. 工業區國土保安用地：隔離綠帶使用。 
3. 工業區水利用地：滯洪沉砂溝使用。 
4. 工業區交通用地：穿越性道路使用。 

二、公司及產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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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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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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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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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與亞洲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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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 1.2.1 國峰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概況表。 

表 1.2.1  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概況表 
公司名稱 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 520 巷 7 之 1 號 

公司電話 07-697-2259 

公司傳真 07-6972263 

負責人姓名 王謝好 

 
（二） 公司沿革 

76 年： 6 月：核准設立農大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年營業額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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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營業額新台幣為 580 萬元。 
100 年： 11 月：公司更名為「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營業額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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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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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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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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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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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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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營運據點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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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農會所屬各產銷班均銷售

本司之有機質肥料等需求。 



附件二  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 5 － 

（六） 產品類別及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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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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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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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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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性狀：為固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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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 
E. 限制事項：不得混入化學肥料、礦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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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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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本開發計畫開發建廠完成第四年進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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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品製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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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完成時進行生產，詳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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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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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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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為蓖麻籽，可自國內及國外收購，國內以屏東縣蓖麻

生產合作社為主，而國外將自東南亞巴基斯坦等種植國家進

口。製程以冷壓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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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行生產，詳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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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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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當地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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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分別為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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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國峰生物科技於路竹區擴

廠，與當地現有之製造業定能產生一相輔相乘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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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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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一、擬申請變更之農業用地之使用現況說明 
（一）基地之範圍、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由圖 2.1.1 計畫區

1/25,000 地形圖可知，基地南邊緊鄰臺 28 線，往東行約 4.5 公里

可達阿蓮市中心，再往東行約 2 公里可接國道 3 號（福爾摩沙高

速公路）之田寮交流道系統；由基地往西行約 1.5 公里即為國道

1 號之路竹交流道，再往西行約 3.5 公里接台 1 線往南約 3 公里

可達路竹市中心，由此可知，本開發基地鄰近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及台灣高速鐵路台南站，對外聯繫交通網四通八達。 

本開發基地位處路竹區與阿蓮區交界處，屬於高雄平原之北

緣，北以二仁溪為界與嘉南平原連為一體，地勢平坦，因此半徑

5 公里內並未有森林區、水庫集水區，以及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

保護區。 
TWD97 二度分帶座標基地四周範圍分別為：最北處

N2531364、最南處 N2530970、最東側 E178122、最西側 E177935，
面積約 5.8 公頃，目前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園農場土地。

基地詳細範圍、標高及土地使用現況，詳圖 2.1.2 基地地形及範

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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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計畫區 1/25,000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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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基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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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西側現況 1 
 
 
 
 
 
 
 
 
 

基地南側現況 2 
 
 
 
 
 
 
 
 
 

基地北側現況 3 
圖 1.3.1 基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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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使用現況說明表 

表 2.1.1  土地編定及使用現況表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編定 
申請面積 
（m2） 使用現況 使用現況面積 

（m2） 百分比 

高雄市 
路竹區 新園段 2012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57,624 荒地 57,624 100% 

小計 57,624 100% 

二、變更使用前後之使用分區、編定類別、面積 
（一）變更前之使用分區、編定類別、面積 

表 2.2.1  申請用地變更之土地清冊及土地使用編定表 
筆數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小段 地號 土地使用

分區別 
使用地

編定別 
面積 

(公頃) 
同意使用 
面積(公頃) 

所有 
權人 備註 

1 
高雄市 
路竹區 新園  2012 

特定 
專用區 

農牧 
用地 57,624 57,624 

台糖 
公司  

合計 57,624 57,624   

（二）變更後之使用分區、編定類別、面積 

表 2.2.2  土地變更編定表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變更前 變更後  
面積 
(m2) 

申請 
編定面積 

(m2) 

編定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申請 
編定面積 

(m2) 

編定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備註 

高雄市 
路竹區 

新園 2012 57,624 57,624 
特定 
專用區 

農牧 
用地 

9,173 工業區 國土保安 
用地 

國峰公司 
使用範圍 

3,348 工業區 水利 
用地 

國峰公司 
使用範圍 

1,193 工業區 交通 
用地 

國峰公司 
使用範圍 

43,910 工業區 丁種 
建築用地 

國峰公司 
使用範圍 

小計 57,624 57,624   57,624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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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鄰近灌、排水系統與農業設施位置及是否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

系統作為廢污水放使用等說明 
（一）並未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水放使用 

如高雄農田水利會 100.09.23 高農水管字第 1000008344 號

函覆，本案放流水並未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

水放使用。 
（二）廠區內廢污水無對外排放 

本工業區內之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經專用管線分別回收處

理至符合 101 年 10 月 12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再集中處

存於貯留池作澆灌或清潔用水使用，並無對外排放。 
（三）下水道採雨污水分流方式處理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30 點規定：「基

地內應依下水道法設置專用下水道系統及管理組織，下水道系統

應採用雨水與污水分流方式處理。」本開發計畫依上述規定採雨

污水分流方式處理。 
（四）生活污水經處理後作為澆灌用水 

本開發計畫生活污水，經專用污水管線匯集至生活污水處理

設施，處理至符合 101 年 10 月 12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後，

作為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滯洪沉砂溝。 
（五）滯洪沉砂溝作為匯集區內雨水之用 

本開發計畫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水土保

持法》等設置滯洪沉砂溝，作為匯集區內雨水之用，並於基地西

北側處設置排放口，匯集之雨水經排放口流入交通用地路邊側溝

後，經台糖現有土溝，匯流至營前排水。 
（六）基地外週邊排水設施 

有關本案基地外週邊排水設施銜接至市管營前排水部

分，業經高雄縣政府 99.10.26 會議結論（如 99.11.01 府水工字

第 0990286671 號函）函示（摘錄彙整如下）： 
1. 台糖公司同意以現有排水溝寬度改善週邊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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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地外相關排水改善工程所需公共設施經費，爰依產業創新

條例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建議由申設產業園區單位所繳「回

饋金」項下支應。 
3. 將另以小額採購案簽辦規劃整合四塊基地聯外排水改善事

宜。 

四、變更後土地用計畫之興建設施配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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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丁種建築用地 

1. 丁種建築用地面積 
本開發基地面積扣除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交通用地

後，即為丁種建築用地面積。 
本開發基地各使用類別面積如下： 
國土保安用地：9,173 平方公尺， 
水利用地面積：3,348 平方公尺， 
交通用地面積：1,193 公尺， 
故丁種建築用地面積為 43,910 平方公尺， 
57,624－（9,173＋3,348＋1,193）＝43,910。 

2. 必要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用地 
(1)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因本案為單一興辦產業人（國峰公司）開發設廠自用之

工業區，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

工業區細部計畫第十七點：「……興辦工業人開發為自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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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依工廠需求，劃設環保設施或必要設施用地……」

之規定，劃設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等環保或必要設施用地。 
(2) 產業創新條例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以及《工業園區各種用

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之規定，本案應劃設占全區

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公共設施用地。 
本案西側毗連英鈿產業園區，東側與天聲產業園區隔一 7

公尺寬之既有巷道，自基地邊界退縮 10 公尺以上（南側毗連

臺 28 線部分，自基地邊界退縮 11.5 公尺），劃設為隔離綠帶。

隔離綠帶面積共 9,173 平方公尺；此外，尚有交通用地 1,193
平方公尺、滯洪沉砂溝 3,348 平方公尺、10 公尺隔離設施 4,844
平方公尺，總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 1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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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築物高度規劃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規定，丁種建築

用地土地使用強度為建蔽率 70%，容積率 300%。未來建築使用

將依《建築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辦理。本案廠房為一層樓建

築，建築物高度將依本公司實際需要及《建築技術規則》之規

定進行規劃。 
4. 建蔽率與容積率 

本開發基地之建廠計畫預計於 104 年 3 月至 104 年月，共 7
個月之期間內，完成廠房、警衛室等興建工程。 

表 2.4.1  建築基地及總樓地板面積 
 項目 
土地使用內容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第一階段 

廠房Ⅰ 11,442.00 11,442.00 
辦公室 78.00 164.00 
廠房Ⅱ 13,464.00 13,464.00 
警衛室 7.00 7.00 

總計 24,991.00 25,077.00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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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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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保安用地 
1. 法定應設最小面積 

本案國土保安用地依據下列法規規範設置： 
(1)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44-3 點：「……

隔離綠帶與保育區土地應分割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2)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

畫第 17 點：「……綠地不得少於全區面積百分之十」。 
(3) 《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2 項：「前項可行性規

劃報告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規劃設置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及廢

水、廢棄物處理廠用地，並於產業園區周界規劃隔離綠帶或

設施。」 
(4) 《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6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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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國土保安用地應設最小面積為 5,762.40 平方公尺： 
 57,624×10%＝5,762.40（平方公尺）。 

2. 規劃面積 
本案基地西側毗連英鈿產業園區，東側與天聲產業園區隔

一 7 公尺寬之既有巷道，自基地邊界退縮 10 公尺以上（南側毗

連臺 28 線部分，自基地邊界退縮 11.5 公尺），劃設為隔離綠帶。

隔離綠帶面積共 9,173 平方公尺，占基地全區總面積 17.99%，

將依規定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符合前述法規之規範，詳

表 2.4.2 實設國土保安用地及法定國土保安用地劃設對照表。 

表 2.4.2  實設國土保安用地及法定國土保安用地劃設對照表 
法規規範 實際劃設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5,762.40 10.00% 9,173.00 15.92%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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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蔽率與容積率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區

細部計畫第十七點規定：「國土保安用地……不得開發整地或

建築使用……」。本開發計畫之國土保安用地面積 9,173 平方公

尺，占基地全區面積之 15.92%，建蔽率 0%，容積率 0%，符合

上述法規之規範。 
4. 圍牆之設置 

本基地之圍牆將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規範進行施設，圍牆

設置位置詳圖 2.4.2，分別說明如下： 
(1) 基地南側圍牆： 

比照兩側工廠（英鈿公司、天聲公司）設置，於臨臺 28 線

（環球路）沿界址退縮 11.5 公尺隔離綠帶，於國土保安用地

上之內側構築圍牆，該隔離綠帶提供作為臺 28 線（環球路）

之路邊景觀綠地，並維護廠區前道路品質與植栽綠化。 
(2) 基地東、西兩側圍牆： 

沿界址於國土保安用地上之外側構築圍牆。 
(3) 基地北側圍牆： 

沿界址退縮 7.5 公尺之交通用地作為公眾通行使用，並於國

土保安用地上之外側構築圍牆。 
（三）水利用地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二十二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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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逕流係數之採用，得參考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頒訂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並取上限值計

算」，及第 44-3 點：「……滯洪池應分割編定為水利用地……」

之規範。本開發計畫滯洪沉砂溝面積 3,348.00 平方公尺，依法

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建蔽率 0%，容積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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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用地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八編工業區開

發計畫第八點：「工業區應依開發面積、工業密度、及出入交

通量，設置二條以上獨立之聯絡道路，其主要聯絡道路路寬不

得小於十五公尺。前項聯絡道路其中一條作為緊急通路，其寬

度不得小於七公尺。」 
本開發基地之主要聯絡道路為基地南側緊臨之臺 28線（22

公尺寬），緊急通路為基地東側緊臨之既有道路（7 公尺寬）。

本案於基地北側開闢寬 7.5 公尺、長約 160 公尺之穿越性道路，

編定為交通用地，供基地及公眾無償通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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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圍牆設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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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強度說明 
綜合上述之說明，本開發案各使用地面積、百分比、總樓

地板面積、容積率及建蔽率資料詳表 2.4.3 土地使用強度表。 

表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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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案圍牆之設置位置及說明，詳 P.18 圍牆之設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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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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使用內容 
計畫場址內扣除國土保安用地、交通用地及水利用地之

外，丁種建築用地面積共 43,910.00 平方公尺，設有廠房、警

衛室等建築物，以及隔離設施、附屬停車場、綠化空地及類似

通路等土地使用內容，詳細配置面積及占基地全區百分比詳表

2.4.4 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所示。 

表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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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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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案圍牆之設置位置及說明，詳 P.18 圍牆之設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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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透水面積檢討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區細

部計畫第十五點：「工業區開發後透水面積不得小於基地面積

之百分之三十」。 
1. 法定應設最小透水面積 

本開發計畫面積約 57,624 平方公尺，應設最小透水面積為

17,287.20 平方公尺。 
57,624×30%＝17,287.20 

2. 規劃透水面積 
基地總面積扣除建築人工遮蔽物面積總合即為透水面積。

據此，本開發基地透水面積為 17,321.00 平方公尺，詳表 2.4.5 透

水設施面積統計表。 
本開發基地面積約 57,624.00 平方公尺，基地透水面積為

17,321.00 平方公尺，透水率 30.06%( ＝ 17,321.00/57,624.00 
×100%)，大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

業區細部計畫第十五點所規範之 30%，符合規定，詳表 2.4.6 實

設透水率及法定透水率對照表。 

表 2.4.5 透水設施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項目 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隔離綠帶（沿界址構築圍牆） 9,173 
綠化空地 8,148 
總計 17,321 

註： 1.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2.有關本案圍牆之設置位置及說明，詳 P.18 圍牆之設置說明。 

表 2.4.6 實設透水率及法定透水率對照表 
法規規範 實際劃設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17,287.20 30.00% 17,321.00 30.06%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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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綠覆率面積檢討 
1. 法定最小應設綠覆面積 

依《非都市土地開法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

畫第十六點第二項：「基地內除建築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之

作業、營運等人工設施外，應予綠化，其綠覆率應達百分之六

十以上。」 
本開發基地之總面積約 57,624.00 平方公尺，建物、道路、

水域及必要人工設施面積為 40,303.00 平方公尺(詳表 3.1.13 建

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人工設施面積統計表)，綠覆面積應達

10,392.60 平方公尺。 
57,624.00－40,303.00＝17,321.00，17,321.00×60%＝10,392.60 

表 2.4.7  建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人工設施面積統計表 
種類 面積（平方公尺） 

滯洪沉砂溝 3,348.00 
穿越性道路 1,193.00 
廠房Ⅰ 11,442.00 
辦公室 78.00 
廠房Ⅱ 13,464.00 
警衛室 7.00 

附屬停車場 1,132.00 
生活廢棄物儲存場 15.00 

類似通路 9,624.00 
總計 40,303.00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為準。 

2. 規劃綠覆面積 
本開發基地面積扣除建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人工設施後

面積為 17,321.00 平方公尺，法定應綠覆面積為 10,392.60（＝

17,321.00×60%）平方公尺，本計畫規劃之綠覆地區面積為

17,321.00 平方公尺(詳表 3.1.14 綠覆面積統計表)，故本基地綠

覆率為 100%，符合法規規範，詳表 2.4.9 實設綠覆率及法定綠

覆率對照表。 
（57,624.00－40,303.00）＝17,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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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8 綠覆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項目 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隔離綠帶（沿界址構築圍牆） 9,173.00 
綠化空地 8,148.00 
總計 17,321.00 

註： 1.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2.有關本案圍牆之設置位置及說明，詳 P.18 圍牆之設置說明。 

表 2.4.9 實設綠覆率及法定綠覆率對照表 
法規規範 實際劃設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10,392.60 60% 17,321.00 100% 
註：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面積為準。 

（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本計畫屬國峰公司開發使用、營運管理之工業區，無租售問

題，為促使本工業區之土地進行合理有效之利用，並達到兼顧公

共安全、環境寧適與保育之目標，依下列法規辦理。 
1.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專編第八編工業區

開發計畫及專編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規定。 
2. 本工業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容許使用項目及強度土地暨建築物

之使用，依《產業創新條例》、《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及其

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 建築及景觀管制計畫 

1. 建築退縮規定與退縮地使用管制 
(1) 指定建築線：本基地將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開

發查核表」內附建管單位意見，應以臨接道路依建築法相關

規定退縮規定辦理。 
(2) 臨工業區內道路之建築物應退縮使得建築，道路交角處其退

縮線應自兩退縮線交叉點在各自退縮原所規定深度位置連線

為其退縮線。 
(3) 退縮地於臨接工業區內道路建築線部分，應配合人行道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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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寬度至少 1.5 公尺步道空間，其餘退縮地應以綠化為主。 
(4) 工業區內所有公共與其他管線（道）應以地下化為原則，並

可使用退縮地；若必須設置於地面設之設備，應予遮蔽設施

並加以綠化植栽處理，且須符合各公共設備事業單位之規定。 
2. 開放空間留設 

本工業區之開放空間應強調休閒與保育之設計，且兼具救

災避難與逃生功能，並應提供夜間照明設備。 
3. 設置隔離設施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八編工業區開發

計畫第 7 點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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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開發計畫屬一般工業

區，依上述規定，自基地周邊退縮 20 公尺以上設置隔離設施，

由外向內依序為 10 公尺隔離綠帶（編定類別為國土保安用地）

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編定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 
4. 建築高度管制 

為對於人行視覺景觀能提供和諧完整的環境空間感，本工

業區內各機地之建築高度管制規定如下： 
(1) 建築物高度計算，為自建築物地面計量至建築物最高部分之

垂直高度，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 條第 9 款）規定辦理。 
(2) 建築物因使用機能或特殊需求而超高者，須就整體量體和容

積管制分析考量，其高度約 20 公尺。 
5. 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1) 停車空間之出入口應距離道路路邊交叉點或截角線、路口轉

彎處圓弧起點 15 公尺以上。 
(2)為考量行車動線及員工、訪客進出之便利性建築基地之行車出

入動線以配置於 20 公尺寬之聯外道路為原則。 
6. 栽植及景觀綠化 

(1) 工業區內植栽以原生樹種為優先選用之樹種，並應考量周邊

及基地內既有之景觀元素，與自然植生做最適當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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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基地分期開發時，應有整體景觀規劃，並配合先期建設，

提前完成後期建設區域之地被綠化，後期建設保留區亦應盡

量予以綠化。 
(3) 綠覆率規定 

依《非都市土地開法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細部

計畫第十六點第二項：「基地內除建築物、道路、水域及必

要之作業、營運等人工設施外，應予綠化，其綠覆率應達百

分之六十以上。」 
(4) 植栽密度及規格前項綠覆面積內之植栽數量，應滿足下列規

定：平均每 50 平方公尺至少栽植喬木一株，餘數不滿 50 平

方公尺者以一株計，且中型喬木至少占 50%以上。基地內國

土保安用地面積 9,173.00 平方公尺，應植栽 184 株喬木。 
(5)停車場景觀 

停車場不得暴露於公共視野，其四周應有栽植，可結合

喬木、灌木和地被。 
7. 建築附屬設施 

(1) 建築立面附加物主要出入口所在之建築立面禁止設置附加

物；附加物的遮蔽設施應配合原建築立面設計。 
(2) 建築屋頂附加物高於屋頂女兒牆時，應設置遮蔽設施，立面

遮蔽效果必須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樣式應與建築相配合。 
8. 綠建築 

(1) 依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本案屬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十四章規定申請之工廠類新建建築物，應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或屋頂綠化設施，並全面採用省水便器。 
(2) 如依同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而無法辦理者，應依相關規定換算

綠建築設備及設施經費並依法折抵，匯入高雄市永續綠建築

經營基金內統合辦理後核發建照。 
9. 地下水管制 

本工業區屬地下水管制區，全區禁止抽取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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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隔離綠帶或設施設置之規劃說明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自基地周邊退縮 20
公尺設置隔離設施，包含 10 公尺隔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保

安用地）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 
本案沿界址退縮設置 10 公尺寬隔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

保安用地），另基地南側臨臺 28 線部分，因臺 28 線現有道路寬

度為 22 公尺，公路計畫用地寬度為 25 公尺，因此本案臨臺 28
線部分需另留設 1.5 公尺之寬度。據此，基地南側臨臺 28 線部分

之國土保安用地寬度為 11.5 公尺。 
本案隔離設施包含綠化空地、類似通路及滯洪沉砂溝（水利

用地）等三項（其配置詳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圖）。 
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第 13：「隔離設施之設定，指具有隔離效果之通路、水路、空地、

廣場、平面停車場、開放球場及蓄水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

施……。」本案符合上述該要點之規範。 
另國土保安用地將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

第 40 點之規定，每單位平方公尺至少植喬木一株，本案採平均

每 50 平方公尺至少栽植喬木一株，餘數不滿 50 平方公尺者以一

株計，且中型喬木至少占 50%以上。基地內國土保安用地面積

9,173 平方公尺，應植栽 184 株喬木。此外，本案綠帶及永久空

地之規劃採生態複層式植栽，混種大小喬木、灌木及花草等，並

考量因地制宜性，相關植栽樹種以原生植栽為主。 
 



附件二  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 30 － 

 
 
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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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該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說明 
（一）基地與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相鄰及附近地區關係位置說明 

由圖 2.6.1 計畫區 1／5,000 相片基本圖可知，開發基地附

近除了南側開發密度較高，有工廠、商家、住宅分布外，其餘

土地使用狀況多為荒地及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1. 基地半徑 1 公里內之土地使用狀況 

由於本開發基地南側毗鄰臺 28 線，位於台糖新園農場範

圍內，基地周圍為開發中產業園區及荒地。相較於基地東側及

西側開發中產業園區之土地使用狀況，基地南側有零星工廠、

商家及住家分布，北側則為荒地。整體而言，基地附近目前為

低密度使用狀況，人口密度偏低。 
2. 基地半徑 1 公里內之地形、地物及地標 

由於基地附近土地使用狀況為開發中產業園區及荒地

等，地勢平坦，現況較為明顯之地物、地標為台電高壓電塔。 
3. 基地半徑 1 公里內之公共設施現況 

由於基地附近為低密度使用，人口密度較低，因此半徑 1
公里內除了南側約 1 公里處有下坑國小之外，並未設有中學、

警察局、派出所、消防站及市場。 
（二）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影響之說明 

在放流水部分，因製程中並無工業廢水產生，廠區內廢污

水為生活污水。為避免對環境造成影響，下水道系統採雨、污

水分流方式處理，於區內分別規劃生活污水處理管線及雨水排

水集水管線。此外，生活污水經專用污水管線匯集至生活污水

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後，作為廠區

澆灌用水，並未排入滯洪沉砂溝。 
基地內匯集之雨水由基地西北側之滯洪沉砂溝排放，北側

交通用地路邊側溝，經台糖既有土溝，匯入營前排水後，再匯

流入二仁溪，排放路線並無使用農業專屬灌排水渠道系統。高

雄農田水利會 100.09.23 高農水管字第 1000008344 號函示，本

案排水無影響灌排渠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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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計畫區 1／5,000 相片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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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聯外道路規劃與寬度及對農路通行影響說明。 
本開發基地位於台糖新園農場境內，南側緊臨臺 28 線，

廠區進出通道為南側緊臨臺 28 線之大門及東側、北側之側門

及後門。廠區相關人員及產品進出主要經由大門，側後門主要

作為緊急避難出口使用，因此本案之聯外道路對農路通行之影

響甚微。廠區之進出動線如圖 2.7.1 聯絡及聯外道路系統圖及

圖 2.7.2 基地防災系統圖所示。 

八、降低或減輕對農業生產環境影響之因應設施。 
除了於廠區國土保安用地、隔離設施及綠化空地，種植喬木

或植被綠美化之外，本案污水及廢棄物處理方面亦有完善之處理

計畫，以期降低設廠開發對於鄰近地區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 
 



附件二  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 34 － 

 

圖 2.7. 1  聯絡及聯外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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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2 基地防災系統圖 



附件二  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 36 － 

九、污水處理計畫 
（一）污水量推估 

1. 生活污水量 
根據國峰公司之規劃，未來廠房內設有淋浴設備，以供工

作人員使用，預計設廠階段完成後，工作人員將達 30 位。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訂頒《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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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屬 C 類（工業、倉儲類），單位污水量為 150 公升／人．日，

使用人數計算方式為「按作業人數之 1/4 計算」，據此基地內污

水量推估如下： 
生活污水量＝（30×1/4）×150＝1.125CMD 

2. 事業廢水量 
本工業區將從事生產有機質肥料、蓖麻原料油及蓖麻潤滑

基礎油，有關事業廢水說明如下： 
(1) 有機質肥料製程： 

為調整燒結過程中有機質肥料之含水量，於製程中會添加些

許水份，此工業用水量為 2.0CMD。添加之自來水須先進入

RO 製水程序，約需消耗 30%自來水（即 0.6CMD，為去除自

來水中雜質而產生之消耗用水，做廠區內澆灌使用），產生

約 1.4CMD 之 RO 純水，再加入有機質肥料製程中之燒結程

序，多餘水分則因燒結過程而蒸發，故無事業廢水產生。 
(2) 蓖麻原料油製程： 

本製程以蓖麻籽為原料，經過壓榨處理而產生蓖麻粕與蓖麻

原料油，蓖麻原料油直接出售供下游廠商製作基礎油之原

料，亦可作為蓖麻潤滑基礎油之原料；另蓖麻粕則供應給有

機質肥料製程做原料。本製程中無添加任何用水。故無事業

廢水產生。 
(3) 蓖麻潤滑基礎油製程： 

以蓖麻原料油為原料，生產過程中需經酯化、純化等多項精

製程序，其製程中第一次需添加 68CMD 之用水量（酯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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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添加 45CMD 用水量，純化程序添加 23CMD 用水量），

其中 34CMD 於製程中直接回收作循環使用，另 34CMD 為

酯化及純化過程中作攪拌而濾出之回收水，經沉澱分離處理

至符合 101 年 10 月 12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於廠房

Ⅱ中設置事業廢水貯留池暫存並設置採樣口，該用水作為廠

區內地面及車道清潔、馬桶沖洗等用水使用，並無與製程或

設備有直接接觸使用。每日須清潔廠房及類似通路面積約 3.4
公頃，平均每 0.1 公頃使用 1CMD 清潔用水，清潔後之污水

經雨水排水系統對外排放。蓖麻潤滑基礎油之產線預計於開

發建廠完成第四年開始進行。 
1. 地下水入滲量 

本規劃依據水利署「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採用按污

水量比例估計入滲量，以家庭污水量之每人最大污水量 10%
～15%估算。據此，本案採以家庭污水量之每人最大污水量

15%估算，入滲量為 0.169CMD。 
入滲量＝1.125×15%＝0.169CMD 

（二）污水處理方式 
本廠區之廢污水採雨、污水分流方式處理，於區內分別規

劃雨水排水集水管線、生活污水處理管線及事業廢水處理管

線。污水管線配置詳圖 3.3.3 全區污水配置圖。雨水部分由專用

管線匯集至滯洪沉砂溝，經自然沉降處理後由排放口排放或廠

區內作澆灌或清潔用水使用。 
1. 生活污水處理方式 

本開發計畫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所規劃之總進流污水量約為

1.3CMD（＝1.125+0.169），先經專用污水管線匯集至生活污水

處理設施，經處理至符合 101 年 10 月 12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

標準」後再匯集至生活污水貯留池作為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

入滯洪沉砂溝，其水質項目及限值如表 2.9.1 生活污水放流水標

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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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  生活污水放流水標準 
適用範圍 項目 最大限值 備註 

污水下水道系

統－專用下水

道－石油化學

專業區以外之

工業區 

生化需氧量 
最大值 30 一、 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

量、懸浮固體七日平均

值，於中華民國一○○年
一月一日起施行。 

二、 七日平均值係間隔每

四至八小時採樣一

次，每日共四個水樣，

混合成一個水樣檢測

分析，連續七日之測值

再算術平均之。 

七日平均值 25 

化學需氧量 
最大值 100 

七日平均值 80 

懸浮固體 
最大值 30 

七日平均值 25 

真色色度 550 

2. 事業廢水處理方式 
蓖麻潤滑基礎油製程中因酯化及純化過程作攪拌而濾出之

回收水約 34CMD，經沉澱分離處理至符合 101 年 10 月 12 日環

保署之「放流水標準」，於廠房Ⅱ中設置事業廢水貯留池暫存

並設置採樣口，該用水作為廠區內地面及車道清潔、馬桶沖洗

等用水使用，並無與製程或設備有直接接觸使用。每日須清潔

廠房及類似通路面積約 3.4 公頃，平均每 0.1 公頃使用 1CMD
清潔用水，清潔後污水經雨水排水溝匯集至滯洪沉砂池，對外

排放。本案如經核准將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申請貯留許可。 
表 3.3.4 事業廢水放流水標準 

適用範圍 項目 最大限值 備註 
事業、污水

下水道系統

及建築物污

水處理設施

之廢污水共

同適用 

水溫 一、放流水排放至非海洋之地面水體者： 

1.攝氏三十八度以下(適用於五月至九

月)。 

2.攝氏三十五度以下(適用於十月至翌年

四月)。 

二、放流水直接排放於海洋者，其放流口水

溫不得超過攝氏四十二度，且距排放口

五百公尺處之表面水溫差不得超過攝

氏四度。 

 

氫離子濃度指數 六．○－九．○ 

其他工業 生化需氧量 三○ 

化學需氧量 一○○ 

懸浮固體 三○ 

真色色度 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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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處理計畫 
本開發計畫業僅有生活廢棄物產生，並無製程廢棄物，其

相關說明其分類及因應措施分述如下： 
1. 生活廢棄物 

在工作人員所產生之生活廢棄物方面，規劃生活廢棄物收

集過程得先行分類出一般廢棄物及可回收之資源廢棄物等兩

種廢棄物，並於垃圾集中場分別設置垃圾子車先行貯存，再委

由委託廠商定期清除。垃圾清運頻率預估為，每星期二、星期

五各清運一次，使用之車輛為 15 噸貨車。 
2. 事業廢棄物處理 

本廠營運後因原料及產品包裝等程序，產生如廢塑膠、廢

紙箱、廢木材棧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建廠後規劃先暫存於廠

區內的垃圾子母車旁，並委託資億環保有限公司執行廢棄物之

處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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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  全區污水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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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說明是否位屬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附表 限制發展地區查詢表 

分類 查詢項目 
查詢

意見 
相關單位文號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備

註 

天然

災害

敏感 

1. 是否位屬土石流潛勢溪流、嚴

重崩塌或其他高危險地區？ 
□是 
█否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0.11.18 經地質字第

10000067290 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11.18 農授水保字第

1000173682 號函 

災害防救法  

2. 是否位屬山坡地查定為加強

保育地？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0.11.18 高市水保字第

1000057787 號函 

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 
 

3. 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

範圍（或兩側一百公尺範圍

內）？ 

□是 
█否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0.09.21 經地構字第

10000055030 號函 

實施區域計

畫地區建築

管理辦法 
 

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

函詢之資料 

4. 是否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0.09.19 高市水保字第

1000046018 號函 
水土保持法  

5. 是否位屬河川區域、洪氾區一

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一級管制

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是 
█否 

經濟部水利署 101.06.28
經水工字第

10151161750 號函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

局 100.11.18 水六管字

第 10050180740 號函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0.11.23 高市水維字第

1000057785 號函 

水利法、河川

管理辦法、排

水管理辦法 
 

生態

敏感 

6. 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

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是 
█否 

內政部營建署 100.11.21
營署園字第 1000073009
號函 

國家公園法  

7. 是否位屬自然保留區？ 
□是 
█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 100.11.17 林保字第

文化資產保

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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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查詢項目 
查詢

意見 
相關單位文號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備

註 

1000173554 號函 

8. 是否位屬野生動物保護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100.11.21 高市鳳山農牧

字第 1001027933 號函 

野生動物保

育法 
 

9. 是否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是 
█否 

野生動物保

育法 
 

10. 是否位屬自然保護區？ 
□是 
█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100.11.16 屏育字第

1006106108 號函 

自然保護區

設置管理辦

法（森林法） 
 

11. 是否位屬沿海自然保護區？ 
□是 
█否 

內政部營建署 100.11.22
營署綜字第 1000073008
號函 

區域計畫

法、行政院核

定之「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

畫」 

 

文化

景觀

敏感 

12. 是否位屬古蹟保存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0.11.28 高市四維文字

第 1000018396 號函 

文化資產保

存法 
 

13. 是否位屬遺址？ 
□是 
█否 

文化資產保

存法 
 

14. 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史蹟

保存區？ 
□是 
█否 

內政部營建署

100.11.21 營署園字第

1000073009 號函 
國家公園法  

資源

生產

敏感 

15. 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之地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0.11.21 高市環局土

字第 1000119290 號函 

飲用水管理

條例 
 

16. 是否位屬重要水庫集水區？ 
（本項由主管機關查認是否

屬於水庫集水區後，依內政部

公告之重要水庫集水區辦理） 

□是 
█否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

源局 100.11.22 水南養

字第 10050054190 號函 

區域計畫法  

17. 是否位屬水庫蓄水範圍？ 
□是 
█否 

水利法  

18. 是否位屬國有林地、保安林

地、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

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及區域

計畫劃設之森林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100.11.21 高市鳳山農

牧字第 1001028049 號

函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屏

森林法、區域

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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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查詢項目 
查詢

意見 
相關單位文號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備

註 

東林區管理處

100.11.23 屏治字第

1016231730 號函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101.07.24 實企字第

1010005654 號函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

處 101.07.23 實經字第

1010002034 號函 
中國文化大學

101.07.25 校總字第

1010002723 號函 
國立宜蘭大學 101.07.23
宜大總字第 1010006190
號函 

19. 是否位屬溫泉露頭及其一定

範圍？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0.09.19 高市水利字

第 1000046014 號函 
溫泉法  

 
附表 條件發展地區查詢表 

分類 查詢項目 
查詢

意見 
相關單位文號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備

註 

天

然

災

害

敏

感 

1. 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是 
█否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附件

一，本案基地並非位屬

應查詢範圍 

地下水管制

辦法、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

劃設作業規

範 

 

2. 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海堤區

域？ 

□是 
█否 

經濟部水利署

101.06.28 經水工字第

10151161750 號函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

川局 100.11.18 水六管

字第 10050180740號函 

水利法、海堤

管理辦法 
 

生 3. 是否位屬沿海一般保護區？ □是 內政部營建署 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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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查詢項目 
查詢

意見 
相關單位文號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備

註 

態

敏

感 

█否 100.11.22 營署綜字第

1000073008 號函 

法、行政院核

定之「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

畫」 

文

化 
4. 是否位屬歷史建築？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0.11.28 高市四維文

字第 1000018396 號函 

文化資產保存

法 
 

資

源

生

產

敏

感 

5. 是否位屬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 
□是 
█否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區管理處

100.09.19 台水七操字

第 10000194770 號函 

自來水法  

6. 是否位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100.11.28 高市海一字

第 1000025017 號函 
漁業法  

7. 是否位屬優良農地（經辦竣農

地重劃或政府曾經投資建設重

大農業改良設施之農業用

地）？ 

█是 
□否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

地開發處 100.12.06 高

市四維地發配字第

1000032255 號函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100.09.16 高市鳳山

農務字第

1001022126 號函 

區域計畫法

施行細則、農

業主管機關

同意農業用

地變更使用

審查作業要

點 

 

8. 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留

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是 
█否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附件

一，本案基地並非位屬

應查詢範圍 

礦業法  

9. 是否位屬山坡地？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0.11.18 高市水保字

第 1000057787 號函 

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水

土保持法 

 

其

他 

10. 是否位屬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

建築地區？ 
□是 
█否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附件

一，本案基地並非位屬

應查詢範圍 

氣象法、觀測

坪探空儀追

蹤器氣象雷

達天線及繞

極軌道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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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查詢項目 
查詢

意見 
相關單位文號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備

註 

衛星追蹤天

線周圍土地

限制建築辦

法 

11. 是否位屬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

建築地區？ 
□是 
█否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0.11.18 通傳資字第

10000551400 號函 
電信法  

12. 是否位屬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

限制建築地區或高度管制範

圍？ 

□是 
█否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附件

一，本案基地並非位屬

應查詢範圍 

民用航空

法、航空站飛

行場助航設

備四周禁止

限制建築物

及其他障礙

物高度管理

辦法、航空站

飛行場及助

航設備四周

禁止或限制

燈光照射角

度管理辦法 

 

13. 是否位屬航空噪音防制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100.11.23 高市環局

空字第 1000119701 號

函 

噪音管制法、

機場周圍地區

航空噪音防制

辦法 

 

14. 是否位屬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

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是 
█否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附件

一，本案基地並非位屬

應查詢範圍 

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 
 

15. 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

區？ 
□是 
█否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100.10.17 三工用字第

1000332361 號函 

公路法、公路

兩側公私有

建築物與廣

告物禁建限

建辦法 

 

16. 是否位屬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

建限建地區？ 
□是 
█否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 100.09.14 高市捷綜

大眾捷運

法、大眾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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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查詢項目 
查詢

意見 
相關單位文號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備

註 

字第 1000008850 號函 系統兩側禁

建限建辦法 

17. 是否位屬高速鐵路兩側限建地

區？ 
□是 
█否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附件

一，本案基地並非位屬

應查詢範圍 

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

毗鄰地區禁

限建辦法 

 

18. 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

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

禁建、限建地區？ 

□是 
█否 

第四作戰區指揮部

100.12.26 陸八軍作字第

1000014660 號函 

國家安全法  

19. 是否位屬要塞堡壘地帶？ 
□是 
█否 

要塞堡壘地

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