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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 
主管機關(構)同意配合設置之文件 

一、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同意項目 函文／同意書 備註 

通訊事宜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營運處99.02.22鳳
規字第 0990000041 號函  

用電事宜 台 灣 電力 股份 有限 公 司高 雄區 營業 處
99.02.05D 高雄字第 09901004391 號函  

用水事宜 

一、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
99.03.04台水七操字第 09900044240號函 

二、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99.05.17 水
南經字第 09907002420 號函 

 

二、相關事業機構同意文件 
同意項目 函文／同意書 備註 

非農委會（農糧署）網站公

告之休閒農業區、農產（稻
米產銷）農業區、優質供果

園區、外供果園區及優質茶
園區座落地區清冊，本計畫

區非屬公告區域內。 

高雄縣政府農業處 
98.12.18 府農務字第 0980315717 號函  

非屬於保安林地、國有林、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及森林
遊樂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8.12.16 林企字第 0981623376 號函  

無農業灌排及通路設施 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 
99.05.24 高農水管字第 0990200374 號函  

台 28 線北側無拓寬計畫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99.10.12 三工工字第 0990335068 號函  

農路、農用蓄水池無須保留 台灣糖業公司高雄區處 
99.06.11 高僑資字第 0990003780 號函  

水利用地無須保留 台灣糖業公司高雄區處 
99.06.22 高僑資字第 0990004252 號函  

台電鐵塔遷移同意文件 台灣糖業公司高雄區處 
99.08.04 高僑資字第 0990005577 號函  

事業廢棄物進場處理事宜 

生紘環保有限公司同意事業廢棄物進場處理
事宜同意書。 
上鑫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事業廢棄物進場
處理事宜同意書。 

 

取土來源證明文件 

供土同意書 
光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高雄縣政府建設處 98.04.08 府建工字第

0980088218 號函 

 

備註：詳本可行性規劃報告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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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營運處 99.02.22 鳳規字第 099000004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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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99.02.05D 高雄字第 0990100439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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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供水核准文件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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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水南經字第 0990700242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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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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南部區域計畫範圍含陸域及海域： 
陸域：包括高雄市（原高雄市、縣）、台南市（原台南市、縣）、

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縣等 6 個縣市之全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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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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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岡山主要以「生產、居住」功能為主，配

合高雄、台南的工業發展形態，以科技產業為主，加強對外

交通聯繫，而形成岡山次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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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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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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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定） 

「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為原高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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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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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竹區地方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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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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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進低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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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配合政府政策「大投資大溫暖計畫」，利用釋出之台糖農業土

地供興辦產業人設廠使用，支援天聲公司之產業發展，促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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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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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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機工業之工

具機產製亦符合該計畫之發展目標產業。藉由本開發計畫之實

施，可直接供給國內高科技工業之需求，並刺激國內相關行業景

氣及促進本地區經濟環境之改善，吸引大量就業及服務人口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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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為原高雄縣區域內之長期發展之

具體指導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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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線」、「棕線」、「黃線」、「輕軌環線」、

「綠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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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雙線大部分之建築，僅

岡山延伸部分未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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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台北捷運開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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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延伸線計畫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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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民國 98 年完工。 

（二）相鄰道路輸電網路 

指沿「台 1」省道路線佈設，北起湖內區玉山社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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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鄰道路輸電網路之南段於民國 93 年 5 月發包，工期約 28

個月，北段之工程計畫尚未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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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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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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達港遊艇專區 

高雄市政府為促進台灣遊艇製造業技術升級及改善生產

環境，計畫於興達港地區開闢遊艇產業專區，其位於興達港

漁業特定區內，面積總計約 46.5 公頃，可建廠面積達 3.5 公

頃，其餘為公共設施使用，於民國 93 年 12 月由宏圖開發公

司取得開發權，全區將來可容納 15 家以上遊艇製造廠，並包

括相關零件、船舶機械維修廠。專區完成後將成為亞洲首座

遊艇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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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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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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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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邊工業區調查與本開發計畫選址 

1. 現有工業區：因產業類別及本開發計畫所需基地面積等因素，

現有工業區無可供本案投資設廠土地，說明如下： 

(1) 政府開發工業區 

A. 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園區：可供進駐產業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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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產業別為

金屬製品製造業及塑膠製品製造業，不符南科高雄園區之

進駐條件。 

 



第二章  產業園區所屬區域計畫或 

都市計劃之相關內容及土地使用計畫圖表 

2-13 

B. 岡山本洲工業區：區內可分為一般產業區、環保科技園

區、物流園區及相關產業區，目前可釋出產業用地約 8 公

頃，惟每單位廠地面積約 1 公頃不等，並無面積適用之土

地供本案投資設廠。 

C. 保安工業區：區內已無可釋出之產業用地，亦無面積適用

之土地供本案投資設廠。 
D. 永安工業區：區內已無可釋出之產業用地，亦無面積適用

之土地供本案投資設廠。 

(2) 都市計畫工業區 

A. 都市計畫工業區（岡山交流道附近）：無空地供本案投資設廠。 

B. 都市計畫工業區（路竹交流道附近）：並未劃設。 

C. 都市計畫工業區（台南仁德交流道附近）：並未劃設。 
2. 本案開發面積為 93,507 平方公尺，高雄市內可釋出之產業用

地經調查後發現約可釋出 141.45 公頃，其中 113.1 公頃屬於

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預計於民國 103 年才分期釋出，其

可進駐產業別為遊艇製造及關聯性產業。其餘可釋出產業用

地為 28.36 公頃分散於各工業區內，因產業類別及使用面積

的限制因素，並無適當土地可供本案設廠，有關高雄市政府

境內尚可利用之產業用地詳表 2.4.2。 

3. 因天聲公司現位於路竹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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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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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適當

土地可供本案設廠，無其它可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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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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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 
原高雄 
縣政府 

民國 
97 年 

計畫實施後將提升路竹地區

產業發展空間，配合國道一號

的運輸進一步提升產業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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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

基地開發計畫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管理局 

民國 
97 年 

可促進路竹地區工商業發

展，對本開發計畫有正面影

響。 
開

發

行

為

半

徑

十

公

里

範

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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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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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土地使用內容 
本開發計畫場址土地總面積為 93,507 平方公尺，使用編

定現況為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及水利用地，申請變更為工業

區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丁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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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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場址內扣除國土保安用地及水利用地之外，丁種建築

用地面積共 75,877 平方公尺，設有廠房、行政大樓、警衛室

等建築物，以及裝卸貨區、10 公尺隔離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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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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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廠房、行政大樓、警衛室及裝卸

貨區等，面積總計 67,928.52 平方公尺，占全區面積 72.65%。

本案無規劃設置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4
條規定之產業用地（二）。 

2.社區用地面積 
本開發計畫為單一興辦產業人天聲工業投資設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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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規劃之 10 公尺隔離綠帶、10 公尺隔離設施、滯洪沉

砂池等，均屬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總計 25,578.48 平方公尺，

占全區面積 2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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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面積 14,630 平方公尺，占

全區 15.64%，符合《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

第 6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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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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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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別 占全區土 
地百分比 

工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10 公尺隔離綠帶 14,630.00 公共 
設施用地 

15.64% 
水利用地 滯洪沉砂池 3,000.00 3.21% 

丁種建築用地 

行政大樓 691.83 

產業用地 
（一） 

0.74% 
警衛室 17.50 0.02% 
1A 棟廠房 12,030.69 12.87% 
2A 棟廠房 14,775.40 15.80% 
B 棟廠房 15,824.21 16.92% 
廢棄物暫存場 33.00 0.04%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 8.80 0.01% 
裝卸貨區 8,146.26 8.71% 
附屬 

停車場 
員工停車場 597.50 0.64% 
公共停車場 63.00 0.07% 

綠化空地 918.47 0.98% 
類似通路 11,559.76 12.36% 

十
公
尺
隔
離
設
施

 
裝卸貨區 3,262.10 3.49% 
附屬 

停車場 
員工停車場 2,057.50 

公共 
設施用地 

2.20% 
公共停車場 23.00 0.02% 

綠化空地 1,641.83 1.76% 
類似通路 4,226.15 4.52% 
小計 11,210.58  11.99% 

小計 75,877.00  81.15% 
基地面積總計 93,507.00  100.00% 
備註： 
1.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之用地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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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卸貨區總面積為 11,408.36m2，其中 3,262.10m2 位於 10 公尺隔離設施內(不計入建蔽率)， 

8,146.26m2位於廠房用地內(計入建蔽率)。 
4. 附屬停車場總面積為 2,741m2，分員工停車場 2,655m2及公共停車場 86m2，位於 10 公尺隔離設施內 

之員工停車場面積約 2,057.5m2，公共停車場面積約 23m2，位於廠房用地內(計入建蔽率)之員工停車 
場面積約 597.5m2，公共停車場面積約 63m2 

5. 綠化空地總面積為 2,560.30m2，其中 1,641.83m2 位於 10 公尺隔離設施內(不計入建蔽率)， 
918.47m2 位於廠房用地內(計入建蔽率)。 

6. 類似通路總面積為 15,785.91m2，其中 4,226.15m2 位於 10 公尺隔離設施內(不計入建蔽率)， 
11,559.76m2 位於廠房用地內(計入建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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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28.52 72.65% ≧60.00% 
社區用地 0 0.00% ≦10.00% 
公共設施用地 25,578.48 27.35% ≧20.00% 
總計 93,507.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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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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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區域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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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區域包含高雄市（原高雄縣、市）、台南市（原台南縣、市）、嘉

義縣市、屏東縣、澎湖縣等六個縣市，南區一直是台灣的工商製造

業的發展核心，以工業發展為主，可由表 3.1.1 工商普查資料（95
年度）中，明顯看出南部工商業的發展重心為原高雄市地區，而製

造業則以原高雄縣及原台南縣地區為主。 

表 3.1.1  台灣南部區域工商及服務業廠商家數統計 
地區 原台南市 原高雄市 原台南縣 原高雄縣 屏東縣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 15 4 27 18 
製造業 5,611 4,158 8,654 7,326 1,789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5 6 7 8 8 
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 128 291 154 311 137 

營造業 1,893 6,160 2,998 4,548 2,102 
批發及零售業 20,778 38,250 19,398 23,676 16,387 
運輸倉儲業 1,599 4,687 1,034 2,058 859 

住宿及餐飲業 5,157 8,395 3,488 4,599 3,93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295 612 144 166 92 

金融及保險業 372 813 261 210 112 
不動產業 625 1,269 333 378 245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1,583 3,395 968 982 716 

支援服務業 803 1,892 763 774 633 
教育服務業 699 1,482 602 717 267 

醫療保健業及 
社會服務業 1,183 2,279 1,098 1,315 1,004 

藝術、娛樂及 
休閒服務業 627 1,278 1,096 1,093 1,105 

其他服務業 3,943 7,714 3,827 4,776 3,566 
總計 45,304 82,696 44,829 52,964 32,973 

資料來源：9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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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管為家具、運輸工具、家電、休閒運動器材之重要組件及營

建、工廠必備之輪配管線，舉凡衣、食、住、行、育、樂相關產業

甚至國防工業皆須使用，屬於間接消費性之產品，間接外銷比重頗

大。金屬管業的興衰與國內營建業的榮枯及公共工程之推動關係最

密切，此外，也與下游產業外銷景氣榮枯息息相關。國內主要生產

鋼管業者有高興昌、燁隆、燁興、彥武、美亞、世全、祥興等，其

中包含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是世界第一大鋼鐵生產國，2006 年產量為 4.227 億噸，美

國是中國第三大鋼鐵出口目的地。2007 年國際市場上歐美國家對於

大陸鋼鐵業者以低價競爭策略提出以反傾銷、反補貼的雙反裁定，

顯示中美鋼鐵貿易摩擦升溫。此外，歐盟鋼廠亦在 9 月計劃以 WTO

的「傷害威脅」條款，對大陸的熱捲板、螺紋鋼和不銹鋼冷板提起

反傾銷訴訟。2009 年 9 月美國政府決定對中國輪胎課徵懲罰性關稅

五天，美國鋼鐵業龍頭“美國鋼鐵公司” (USS)16 日請求政府對中國

一些鋼管課徵 90%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於此情況下我國鍍鋅鋼

管，輸美將受惠，中美鋼品貿易摩擦升高，美方醞釀對大陸輸美鋼

品以反傾銷制裁，此舉有利燁輝、盛餘、高興昌等台灣鋼廠的熱浸

鍍鋅、彩色烤漆、鋼管等鋼品重返美國市場，但大陸產品輸美受阻，

恐對亞洲鋼品行情造成不利影響，台灣也將受到衝擊。 

中鋼公司多年來配合政府政策，扮演國家鋼鐵產業火車頭角

色，更配合工業局積極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產業倍增計畫，因應下

游用鋼產業需求，於 2007 年啟動「二個二千」計畫增加高品級鋼材

供應能力，進一步帶動國內鋼鐵產業升級。中龍二期二階擴建計畫

為中鋼「二個二千」計畫重要環節，對於提升國家鋼鐵產業發展與

競爭力具立桿見影的重要意義。產品計有鋼胚 200 萬噸、熱軋 336

萬噸，主要在滿足未來國內優質鋼胚及熱軋原料需求。中龍二期一/

二階將結合中鋼第三冷軋、熱浸鍍鋅等新產線，完全配合工業局傳

統產業升級、產值倍增計畫，供應下游各行業所需高品級鋼材，有

助於國內鋼鐵產業早日升級，避開未來中國一般品級鋼材在兩岸市

場及國際市場的低價競爭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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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雄市（原高雄縣地區）產業環境 

一、高雄市（原高雄縣地區）經濟產業計畫 

（一）高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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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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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性的產業外移造成本縣員工人數下降、整體經濟的衰

退。 

（二）構想與發展方向 

於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中，有關經濟產業之計畫，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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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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續針對高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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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網站之重要市政統計資料庫查詢

顯示，民國 98 年在農業方面，路竹區之耕地面積為 2,512.23

公頃，其中水田為 1,759.82 公頃，旱田為 752.41 公頃，合計

從事農業之人口數為 1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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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人。在畜牧業方

面，牲畜數量主要以豬隻數量最多 67,700 頭，羊次之 2,105 頭，

鹿再次之 136 頭，乳牛最少 53 頭；家禽數量主要以雞隻數量

最多 1,559,200 隻，鵝次之 54,820 隻，鴨再次之 2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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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普查結果

如表 3.2.1 所示，路竹區之工商及服務業開業家數共有 2,690

家，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佔大多數為 1,079 家，製造業次之為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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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1 人，主要之就業分布在製造業 13,820 人，

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3,28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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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高雄市（原高雄縣）及路竹區工商及服務業家數統計 
地區 高雄市（原高雄縣） 路竹區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9 0 
製造業 7,902 60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 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37 22 

營造業 4,588 154 
批發及零售業 24,541 1,079 
運輸及倉儲業 2,184 108 
住宿及餐飲業 4,659 226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201 4 
金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611 41 

不動產業 389 2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80 60 

支援服務業 801 32 
教育服務業 730 3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337 5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102 33 

其他服務業 4,810 209 

表 3.2.2 高雄市（原高雄縣）及路竹區工商及服務業就業人口數統計 
地區 高雄市（原高雄縣） 路竹區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48 0 
製造業 140,663 13,820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753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540 74 

營造業 32,790 755 
批發及零售業 68,272 3,287 
運輸及倉儲業 10,277 936 
住宿及餐飲業 9,736 446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877 - 
金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6,880 521 

不動產業 1,449 5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280 143 

支援服務業 5,643 109 
教育服務業 3,325 1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6,935 46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679 69 

其他服務業 7,35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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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市工商業登記家數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得知，於高雄市工商業登記之情況

如下： 

（一）於 100 年 3 月止高雄市辦理工廠登記之總家數為 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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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3 月止辦理高雄市（包含原高雄縣、市）商業登記

者共有 105,699 家，原高雄縣地區（99 年底止）商業登記者

共有 30,175 家，詳如：表 3.2.4 商業登記現有家數與資本額。 

（三） 於 100 年 3 月止辦理高雄市（包含原高雄縣、市）商業登記

者共有 73,984 家，原高雄縣地區（99 年底止）公司登記者共

有 1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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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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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雄市性別比例及人口密度 

根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月報表資料如表 3.2.6 顯

示，路竹區至民國 100 年 3 月底現住戶數為 16,083 戶，平均每

戶之人口數量約為 3.34 人。路竹區土地面積為 48.4348 平方公

里，其人口密度約為 1,110.03 人／平方公里。此外，其男性計

27,375 人，女性計 26,327 人，性比例為 10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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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6.2671 48.4348 

村里數 893 20 

戶數 1,025,181 16,083 

人口數 

共計（人） 2,772,834 53,702 

男性（人） 1,389,882 27,375 

女性（人） 1,382,952 26,327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941.14 1,108.75 

戶量（人／戶） 2.71 3.34 

性比例（男／女*100） 100.50 103.98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月報表。 

（一）人口數量 
根據高雄市政府主計室網站之重要市政統計資料庫查詢

之人口統計資料如表 3.2.7 顯示，路竹區至民國 100 年 3 月底

現住人口數為 53,702 人，佔全市人口數之 1.94%，屬高雄市

境內人口數較少之地區，其 99 年共計有 1,724 人遷入路竹區，

2,129 人遷出，出生人數為 458 人，死亡人數為 488 人，合計

較 98 年底減少了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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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底人口數（人） 2,770,887 54,131 
99 年底人口數（人） 2,773,483 53,791 
100 年 3 月底人口數（人） 2,772,834 53,702 

99.01.01～
100.3.31 

社會增減 
遷入（人） 177,589 1,724 
遷出（人） 176,072 2,129 

自然增減 
出生（人） 23,586 458 
死亡（人） 23,156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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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資料如表 3.2.8 顯示，路竹區

之年輕人口占約 16.36%，成年人口占約 72.39%，老年人口占

約 1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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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3 月止人口數(人) 2,772,834 53,702 

年齡結構 

0~14 歲 
人數（人） 404,963 8,788 
百分比（%） 14.61 16.36 

15~64 歲 
人數（人） 2,081,809 38,877 
百分比（%） 75.07 72.39 

65 歲以上 
人數（人） 286,062 6,037 
百分比（%） 10.32 11.24 

依賴人口指數 
總扶養率（%） 33.19 38.13 
幼年人口扶養率（%） 19.45 22.60 
老年人口扶養率（%） 13.74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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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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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雄市各區從事機械設備製造業共有 1,104 家，而座落於路

竹區之機械設備製造業共 47 家。鋼管業的興衰與國內營建業的榮枯

及公共工程之推動關係最密切，當其活絡時，帶動相關配管的需求，

當其冷淡時，金屬變出現供過於求現象。此外，也與下游產業外銷

景氣榮枯息息相關，因其下游橫跨傢俱、五金業、運輸工業、運動

器材業、醫療器材業等，間接外銷比重頗大。本公司經營鍍鋅鋼管、

鋼管、鋼板製造、加工、批發及零售，各種鋼鐵機械、停車系統設

備製造、加工、批發及零售，亦代理前各項有關產品報價及經銷業

務。本公司於 1996 年 5 月取得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ISO9001 認證，於

同年 12 月榮獲經濟部中央標準局，頒發正字標記證書。 

展望今年，國際市場鋼價有持續調漲趨勢，顯見 2010 年鋼價是

上調趨勢，國內鋼鐵需求亦可維持成長，業者庫存處於低水準，而

進口一級料源價格偏高，數量有限。因此，國內鋼鐵市場尚無供給

過剩壓力，對於鋼鐵市場未來這ㄧ年的景氣，微漲看待，且本公司

產製之鋼管製品產品已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並不會產生惡性排

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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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進駐產業分析 

一、引進產業類別 

本工業區係由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

編定開發使用，未來仍由天聲公司自行設廠使用，從事鋼管製

品生產，主要產品項目如下： 
（一） 碳鋼有縫鋼管。 

（二） 鍍鋅有縫鋼管。 

（三） 申請美國 API 管認證合格，及經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 Pipe 

Institute）檢驗合格之油用鋼管。 

（四） 碳鋼無縫鋼管。 

二、引進業者介紹 
（一）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沿革 

1. 天聲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63 年 6 月於台北成立並購買桃園龜山工業區，工廠

4,850 平方公尺，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陸佰萬元。 

2. 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69 年 1 月改組更名為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

變更興建鋼管製造工廠，經營鋼管之製造、加工及買賣。 

3. 設置新竹工廠 

民國 79 年 5 月購得新竹市香山之工業區土地 5,800 坪，

現有廠房約 4,000 坪。 

4. 設置高雄岡山工廠 
民國 93 年 12 月於高雄市岡山區取得工業區用地 4,000

坪，現有工廠約 2,800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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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聲工業經營現況 

天聲工業公司設立於 1974 年，於 1980 年從原本天聲電子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轉型為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業走向由

電子方面轉為鋼管製品，從入門教導實務、理論印證、發現問

題和解決問題，歷經幾年的摸索過程，已成功於台灣的鋼管製

品業中占據一重要席位。於 1990 年購得新竹市香山之工業區

土地 18,104 平方公尺，興建廠房約 5,600 平方公尺，經營鋼鐵

板、捲、熱浸鍍鋅鋼管之製造、加工、批發及零售。嗣後於 1996

年 5 月取得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ISO9001 認證，並於同年 12 月

榮獲經濟部中央標準局，頒發正字標記證書。本公司取得相關

產品證書後更致力於技術層面研究，其後於 2004 年在岡山本

洲工業區設立岡山工廠，專責生產 API 石油用管與鋼鐵板、捲

之業務經營。本公司以「追求高品質管理作業」為原則，且使

用技術層次與市場有別於同業，已在台灣鋼鐵製造市場上占有

一席之地，如未來管理與行銷得當，榮景可期。 

（三）天聲工業未來經營目標 
天聲工業公司目前主要經營鋼鐵板、管之製造、加工、批

發及零售，各種鋼鐵、機械、高週波、表面處理設備(烤漆,粉

體塗裝等)加工、製造、批發及零售，跟有關代理國內外廠商

對外報價及產品銷售業務，產品行銷主要分布於台灣、大陸、

東南亞、澳洲、歐洲、美國、加拿大。本公司未來將以發展高

附加價值鋼管 API 管、API 無縫鋼管、鍍鋅鋼管等為主，全力

在量及質兩方面提升製管技術，降低生產成本。並強力拓展外

銷歐美的 API 石油用管，加強國內公共工程市場的熱浸鍍鋅鋼

管用量，以及溫室鋼架的鋼管來達成營運目標。另本公司新生

產線 8”設備已進入試產階段，未來將加強歐美 API 油管及汽

車零組件廠的鋼管銷售，如銷售價格不錯，在國內市場持平當

中應可加強本公司的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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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引進人口推估 
本開發計畫區為政府「大投資大溫暖計畫」釋出台糖土地供興

辦產業人承租及設定地上權設廠使用，由天聲公司依《產業創新條

例》報編為工業區開發使用，未來本投資案完成後進駐總人數即營

運需求員工總人數，預計共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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