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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市 長歡 迎您

臺南市位居南臺灣的樞紐地位，城鄉並存，

山海共榮，擁有絕佳的自然資源及薈萃的人文歷

史。本市升格以來，不論在打造優質的投資環境

及建置有助在地經濟發展各項工程，已展現具體

成果，有愈來愈多的企業、民眾，移設、移居臺

南。

為營造友善的投資環境，本府創新六都的招

商機制，比照中央標準，成立「投資商務科」及

「招商投資服務中心」，作為臺南市全球招商單

一服務窗口，使投資人來臺南投資更加方便，提

供廠商專人專案投資服務及協助排除投資障礙，

讓投資商能迅速順利完成投資營運。

另在人文與生態並重的發展藍圖下，臺南市

的道路、工業區、橋樑、公園與智慧科技等多元

硬體建設齊發，已然造就出一日生活圈的便利形

貌；而工業區開發、商圈再造，以及產官學資源

充分活化，也讓臺南市逐步架構出一個利於投資

的環境。未來將持續向中央爭取相關前瞻計畫經

費，涵蓋工業區開發、水利建設及相關產業環境

整備建設等，打造優質投資環境。

在中央之五大創新計畫中，高鐵臺南站特定

區的沙崙綠能科學城，以循環經濟概念進行設計，

致力於建造智慧生態城市，無論生活型態、建設

開發或生產，均以節能、儲能、創能及系統整合

為四大發展主軸，串聯產學研資源，打造綠能創

新產業生態系，更將以臺南為中心，成為臺灣綠

色產業發展的新里程碑。

為加強行銷本市工商產業發展現況，市府特

彙編「大臺南招商手冊」，期經由完整投資環境

的介紹，使有意願投資大臺南地區的廠商、企業，

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瞭解。這座蛻變中的城市，正

等待您的加入，本府竭誠歡迎您，為大臺南的經

濟繁榮共同打拼！

市 長
歡 迎 您
投資新藍海 

大臺南等待您的加入

臺南市代理市長

李孟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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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招商向來秉持臺南的務實風，採多元並

進方式，以建構產業基地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搭

配安心的環境、便捷的交通、舒適的生活機能與

鼓勵創新研發等積極作為，從基礎環境建設開始，

創造投資標的為策略；而好的投資環境能激發產

業動能，吸引更多國內外企業廠商投資進駐，提

升城市之競爭力。

臺南自縣市合併後，為了創造招商投資新標

的，市府團隊一方面開發新工業區及更新舊有工

業區，另一方面與國有財產署合作，盤整出轄區

內可投資的標的，依地目分別做工業設施或商業

設施；如此除可滿足廠商的投資需求，也讓設施

老舊、閒置的國有土地經由委外招商合作開發得

以活用，並帶動周邊區域群聚發展。而臺南市未

來將繼續配合低碳城市的施政遠景，以低污染、

低耗能、低耗水產業作為招商的標的。

在市府積極推動產業創新下，臺南產業百花

齊放，個個底蘊堅強，舉凡紡織業、金屬製品、

精密機械、汽車零組件等，加上南部科學園區、

工研院與各大專院校等助力，以及高科技及綠能

科學城建設，為完善的投資環境墊下堅實基石。

綜觀臺南市的投資布局，除了工業區的開發

與活化，市府輔導產業升級、推動創新創意創業，

在良好投資環境與政策推動下，國內外廠商前來

臺南投資的意願相當高。依據本局統計，臺南縣

市自合併後，僅工業類別，國內外廠商前來臺南

投資就有一千九百多件，創造投資額九千多億元，

增加了近九萬個就業機會。

藉由多管齊下的政策與排除投資障礙機制，

市府近年來已加快臺南產業進步的腳程，而多角

化的經營延伸，則讓產業競爭力大為蛻變與強化，

我們提供全方位招商環境的完善，勢必將帶領您

的投資成功迎向更大更寬廣的市場。

局 長
歡 迎 您

經濟發展局局長

殷世熙



亮 點
投 資 城 市
企業投資首選— 科技人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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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歷史從臺南開始

  身為臺灣的歷史門戶，我們的歷史從臺南展

開。除了保留荷據、明鄭、清朝、日治等時期

所遺留下來的足跡，2010年12月25日，臺南

縣市正式合併，在市長賴清德先生的帶領下，

將更積極地寫下永續的歷史故事。

  臺南文化蘊底豐富，擁有國定古蹟22處、直

轄市定古蹟109處、歷史建築48處，文化資產

總數全國第一，並為全臺灣唯一擁有3個國家

級風景區的城市，素有「文化古都」之美稱。

便捷的交通

  臺南有高鐵站往返南北，形成一日生活圈，

加上55%的產業離安平港僅10公里，提供民眾

與投資者良好的商務交流環境，利於開拓市場、

物流運輸。而市區內亦有便利的聯外快速與高

速道路、鐵路及市區公車，有效縮短交通成本，

為企業設立營運總部的最佳位置。

大臺南地區
基本介紹

2,192平方公里（面積）

189萬人（人口）

99.8萬人（勞動人口）

61.3％（勞動參與率）
68萬戶（家戶數）

18,309*
億元（營利事業收入）

36,436*
家（公司登記家數）

62,711*
家（商業登記家數）

9,224*
家（工廠登記家數）

*表為2017年10月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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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場 臺南航空站 機場—市區：20分鐘。

安平港區商務港埠 出港後由1-6道路及3-22道路，銜接快速道路台17與台86線，可快速
連結高速公路。

聯外公路 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

國道1號、國道3號、國道8號。

台61線、台84線、台86線。

市內運輸 公車 大臺南公車城： 
綠線（ 臺南—玉井）、藍線（臺南—佳里）、綜線（佳里—新營）、
橘線（佳里—玉井）、黃線（白河—麻豆）、紅線（臺南—關廟）。

鐵路系統 臺灣鐵路

臺灣高鐵

共17個停靠站。

‧南北一日生活圈  
臺南—臺北：100分鐘，臺南—臺中：42分鐘，臺南—高雄：15分鐘

‧至國際機場
臺南—桃園機場：約2小時10分鐘，臺南—小港機場：約1小時

‧至商港
臺南—安平港區：轉86快速道路約20分鐘，臺南—高雄港區：約1小時

‧至臺南市區
沙崙支線聯繫：25分鐘

1

臺鐵高鐵 公車 快速道路86國道1



機械工業

1,068家

14.87％
汽車零組件

521家

20.28％

金屬製造業

1,841家

9.57％
食品製造業

633家

10.80％

傳統與新興產業交織，產業鏈完
善效益高

   臺南傳統紡織、汽車、食品、塑膠製品等產

業基礎雄厚，加上臺南市主打六大主軸新興產

業，包括綠色能源、精緻農業、生物科技、觀

光醫療、流行時尚、文化創意等，傳統產業與

新興產業有如一對羽翼，使臺南經濟成長持續

亮眼。

   另外，隨著南部科學園區開發建設，大臺南

地區工業發展迅速，臺南市政府並規劃將工業

聚落轉型為不同聚落型態的工業區，如永康科

技園區、柳營科技工業區暨環保科技園區、樹

谷園區等，可有效的與合作廠商聯繫，達到規

模經濟與產業聚落。

 08 亮點投 資城 市

臺南主要產業佔全國比例（2015年度）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統計至2015年12月31日）

觀光醫療

文化創意

精緻農業

金屬製造

紡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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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

綠色能源

流行時尚

汽車零組件

機械工業

食品製造業

六大新興產業

‧綠色能源

‧生物科技

‧文化創意

‧精緻農業

‧觀光醫療

‧流行時尚
6

五大優勢產業

‧金屬製造

‧汽車零組件

‧機械工業

‧食品製造業

‧紡織業5



 10 亮 點 投 資 城 市

人才資源豐沛

   人才為企業競爭力來源，人才充足亦代表企

業投資可獲得更多的支援。臺南市約有99.8萬

的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達61.3%；大專院校

數為1 8所 (含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佔全國

10.0%，大專院校總學生數逾130,000人，顯

示出臺南大專院校之人才資源豐沛，且臺南人

才成就與產學合作發展盛行，培養出許多專業

的企業人才，成為投資企業最佳的發展助力。

人才資源統計（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

年份 大專院校總數 總教師數 碩士班人數博士班人數

2015年 18所 4,783人 14,223人2,567人 130,288人

2016年 18所 4,758人 13,746人2,280人 130,587人

2013年 17所 4,943人 14,662人3,066人 106,756人

2014年 17所 4,856人 14,490人2,896人 110,132人

大專院校人數

Ph.D. Master

備註：上表統計資料2013、2014年未含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產學合作成果

2015年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與茆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創造千萬元商機。

‧南臺科技大學輔導昶牧生物科技企業有限公司進行企業轉型，成立淨胜生物科技企

業有限公司，開發胜肽保養品等，持續致力推動生技產業。

‧遠東科大與佳皇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協助開發漿紙污泥及回收內襯PE／PP編織

紙袋資源化產品。

‧崑山科大與萬潤科技股份限公司簽約，開發封裝後發光二極體高速分選機設備。 

2016年

‧嘉南藥理大學輔導龍鼎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運用在地的蘭花，建立蘭花萃取技術，

培育生技產業人才。

‧南臺科技大學與米蘭時尚髮型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以創新服務模式提升品

牌可靠度，開拓新商機。

‧遠東科大與龍盟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永康簽約，協助開發乙烯—乙烯醇共聚EVOH多層

阻隔膜螺桿與模頭設計。

‧崑山科大與寰海科技有限公司簽約，進行8吋曝光機UV光源模組開發。

‧台南應用科大與澄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仁德廠簽約，建置工業風下午茶系列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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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優勢產業
概況
●金屬製造業—1,841家 
  （金屬製品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

●機械工業—1,079家 
  （機械設備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1,068家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521家 
●食品製造業—633家 

產業
聚落完整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工廠校正暨營運

             調查（統計至2013年12月31日）



 12 產 業 聚 落 完 整

食品製造業

   臺南市食品製造業產值排名亮眼，食品製造

業家數有633家，更有統一、黑橋牌等知名食

品企業進駐，食品產業上下游供應完善，並有

多所大學院校的食品相關科系與食品研究機構，

技術資料取得容易，透過產學間的呼應，實力

雄厚。

機械工業

   臺灣為全球第4大工具機出口國，臺南的機

械設備製造修配業有1,079家，占全市整體產

業家數的12.51%、全國同業8.08%，以塑膠機

械廠商為大宗，並擁有臺灣地區規模最大的塑

膠射出成型機專業製造商富強鑫。臺南機械產

業在永康區、仁德區、安南區之間的區域分工，

未來有機會成為南部地區的金屬機械產業大本

營，此外南部亦有工研院南分院、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可作為產業技術支援。

統一、黑橋牌
等知名食品企業進駐

全球第4大
工具機出口國

汽車零組件

占全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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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

   臺南為臺灣的紡織重鎮，從上游到下游約擁

有318家廠商，近年來致力於發展技術、知識

密集的紡織產品，如家飾、工業用布、功能性

紡織品、智慧衣著等。臺南另有「全球刺繡研

發中心」是全球頂尖三大古繡修復中心之一。

金屬製造業

   臺南的金屬製造業發展成熟且產業鏈完整，

是臺南產值最高的前三大產業之一，主要分布

區域為永康區、安南區及仁德區，廠商家數

1,841家，占全國同業9.57%，且占臺南工廠

家數21.35%，為臺南各產業家數之冠，且臺

南的金屬製造業研發經費高於全國平均，具備

良好的研發潛力基礎。

占全國同業

9.57%

全球頂尖
三大古繡
修復中心之一

汽車零組件業

   臺南地區的汽車零組件約有521家廠商，占

全國五分之一，上下游產業聚落相當完整，有

運送時間短以及高度互信與專業分工的優勢，

創造出獨特的產業規模，並具有許多知名廠商

如鈑金件大廠東陽實業及車用窗簾全國最大的

製作廠皇田工業等、車燈最大製造商堤維西、

帝寶、大億等。



六大新興產業
概況
●綠色產業

●精緻農業

●生物科技

●觀光醫療

●文創產業

●流行時尚

 14 產 業 聚 落 完 整

產業
聚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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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

  臺南致力打造綠色文化之都，以12項計畫、

59項措施、113項具體做法，協助金屬製品產

業、機械設備業以及汽車零組件業者發展太陽

光電與LED、電動車等產品，辦理媒合學研技

術轉移，整合綠色能源產業資源。加強深化產

品應用層面，累積廠商的技術實力，積極引進

綠能廠商到臺南市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使臺南成為全世界的綠色能源示範城市。

  「建構低碳城市，打造第一座陽光電城。」

臺南市提出「陽光電城推動計畫」，擴大推廣

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利用本市長日照時間優

勢，每年每千瓦能產生約1,343度電，效能全國

第一，目標為實現臺南成為國際綠能示範城市。

截至2017年9月底，臺南市利用屋頂設置太陽

能光電系統已達4,098餘件獲經濟部及臺南市

政府核定同意備案，名列全國前茅，臺南市政

府經發局將持續推動陽光電城10項計畫。

觀光醫療

    臺南醫療技術、醫學美容與健檢服務發展多

年，各類醫療措施在國際間享有極高的盛名，

擁有2家醫學中心、8家區域醫院、27家地區

醫院、1,800多家診所等醫療資源。目前整合

臺南市醫療院所加入觀光醫療服務團隊共計

29家醫療院所，包括2家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6家、地區醫院1家、基層診所20家，提供高

階健檢、美容醫學、牙科及不孕症服務。

    且醫療費用價格合理，平均只有美國的五分

之ㄧ、新加坡的二分之ㄧ，政府積極輔導多

家醫院申請國際醫療相關認證，且可在48小

時內即審即發的「醫美電子簽證」，更是為臺

南醫美健檢產業帶來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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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時尚

臺南的流行時尚產業鏈基礎雄厚，從材料、

設計、生產、批發至零售等上、中、下游產業

鏈完整，包括紡織、成衣、製鞋等廠商計728

家。臺南市擁有14所大專院校的30個相關設

計系所，密度為全臺第一，透過競賽、時尚靜

態展、品牌時尚秀等方式推動臺南的流行時尚

產業發展。

生物科技

臺南坐擁南科、南科工等重點科技園區，

致力發展具地方特色的生技產業聚落與完整

的生技產業鏈，臺南地區擁有生物科技企業

達446家，生技業總營收逾新臺幣447億元，

臺南之生技產業從業人員總數16 ,004人，凸

顯出臺南具有生技產業的基礎。上游有多所

設有生物科技中心之大專院校，提供專業學

術人才；中游有中研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

院、亞蔬中心、畜試所、水試所、糖試所、農

改場等研發試驗單位，下游的南科園區則已

有生物科技廠商群聚，串聯整體生物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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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為多個臺灣成功自創服飾品牌如優佳莉、

Pa c h y S a n d r a、E v e r Sm i l e、SHOWCASE、

GALOOP的創立與營運據點。2011年於安平古

堡舉辦「第一屆流行時尚設計競賽」等流行時

尚系列活動，提供各界設計師流行時尚創意展

演平台。

精緻農業

    臺南的農業物產豐富，農業產值占全國

11.12%，其中蘭花、火鶴、楊桃、芒果、吳

郭魚、白蝦、虱目魚等產量全國第一。臺南蘭

業原料來源穩定，臺灣蝴蝶蘭外銷成長率逐

年提升約15%，臺南蘭花產量位居全國第一，

占全國產量的50%。臺南的蘭花生技園區佔

地175公頃，為全球最大的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透過技術內涵與文化美學、深度體驗的結合，

以及整合實體平台（蘭花營運專區）與虛擬

平臺（蘭花營運網站）的銷售管道，欲將臺

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打造為世界級的蘭花產

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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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提撥新臺幣100億

元並引進民間資金，與創投公司共同投資文化

創意產業。2015年文化創意總產值已超過新臺

幣8,339億元以上。文化部並在臺南設置臺南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將臺南塑造為以「創意生

活產業」為發展特色的文創人才育成中心。臺南

產學共同舉辦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計畫說明會，

以「舊城老街的新靈魂」行銷臺南文化，在國

際上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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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眼
投資商機

重點招商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臺南科技工業區

臺日產業創新園區

蘭花生技園區

新吉工業區

七股科技工業區

大臺南會展中心

沙崙綠能科學城

安平港「北觀光、南自貿」

臺南科技工業區
臺日產業創新園區

蘭花生技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大臺南會展中心
沙崙綠能科學城

安平港「北觀光、南自貿」

新吉工業區

七股科技工業區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推動環境保護、綠建築

及人文藝術，打造園區成為一個「清潔生產、

舒適生活、豐富生態」，具備發展完整的積

體電路、光電、太陽能產業結構之亞洲高科

技產業及人才中心。

  南科臺南園區，目前共取得12座鑽石級綠

建築標章，是國內綠建築密度最高的基地。

 20 亮 眼 投 資 商 機

交通資訊

臺南園區主要聯外交通可由國道1號、國道3號

接國道8號新市交流道、省道台1線經聯外道路到

達園區；大眾運輸則可搭乘台鐵沙崙支線至台鐵

南科站轉乘南科免費巡迴巴士至園區，交通網路

完整便捷。鄰近成功大學、臺南大學、南台科技

大學等，車程約30分鐘。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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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聚落聯結

引進包含光電、積體電路、精密機械、生物技

術、通訊、電腦及其週邊設備等六大產業，結合

大學研發機構與育成中心等創新研發資源，形成

上、中、下游供應鏈完整之產業聚落。

土地使用

臺南園區面積1,043公頃，可供出租土地面積

515公頃，106年土地單價為每月28.26元／平方

公尺。

能源規劃

20萬噸／日

供水

16.5萬噸／日

污水處理 

152萬仟瓦

供電量

全區納管率100%

放流水排放合格率100%

ss及BOD削減率達90%

COD削減率達70%

每年增加

1,000億

產值
● 住宅區

● 商業區

● 事業專用區

● 社區中心區

● 電信專用區

● 管理及服務區

● 宗教專用區

● 加油站專用區

● 學校用地

● 公園用地

● 綠地用地

● 公園道用地

● 公園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 廣場用地

●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 停車場用地

● 變電所用地

● 環保設施用地

● 自來水用地

● 溝渠用地

● 高速鐵路用地

 道路用地



臺南科技
工業區
  臺南科技工業區之開發乃配合政府整體產

業發展目標，平衡區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

強化國際競爭力，以安平為港口，為成為亞

太營運製造中心奠立良好基礎，吸引高科技、

高附加價值產業投資。設有南臺灣創新園區、

資訊工業策進會、食品工業研究所、國科會

貴重儀器及工程技術推廣中心等研發中心，

打造生產、生活、生態的三態園區。

22 亮 眼 投 資 商 機

臺南科技
工業區

交通資訊

    緊鄰台17線、西濱快速道路與南二高臺

南環線，主要聯外道路為國道1號、國道8

號、台 1省道。近臺南醫院、成大醫院、

國華友愛新商圈、孔廟商圈、中正商圈、

花園夜市、武聖夜市等，皆約2 0分鐘車程

即可到達。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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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總面積496公頃

進駐產業

產業用地（一）包含通訊工業、資訊工業等

18項，產業用地（二）包含住宿餐飲、運輸通

訊等7項，詳情請逕向經濟部工業局臺南科技

工業區服務中心（Tel.: 06-3840234）洽詢。

土地租售

請逕向經濟部工業局臺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

（Tel.: 06-3840234）洽詢。

● 住宅區

● 工業區(供科技工業使用)

●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 宗教專用區

● 公園用地

● 綠地或綠帶

● 兒童遊樂場用地

● 電信用地

● 機關用地

● 停車場用地

● 變電所用地

● 學校用地

● 市場用地

● 自來水供應地

● 污水揚水站用地

● 污水、廢棄物處理場、

    防洪抽水站用地

 道路用地

土地租售
併行



臺日產業創新
園區
   臺日產業創新園區位於臺南科技工業區內，

以吸引日商來臺投資拓展新機會，並進一步

在亞太地區確立大臺南地區的地位，結合臺

灣與日本的技術活躍亞太市場。

24 亮 眼 投 資 商 機

臺日產業
創新園區

交通資訊

    主要聯外道路為國道1號、國道8號、台1省

道。近臺南醫院、成大醫院、國華有愛新商圈、

孔廟商圈、中正商圈、花園夜市、武聖夜市等，

皆約20分鐘車程即可到達。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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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開發面積共計23.62公頃

共有7個設廠區塊

尚未標售土地面積約0.74公頃

產業類別

   日商（含在臺日商）及具日資之國內廠商。

包括事業經營合作：投資、合資、參股、併購、

研發設計合作：研究發展、整廠開發、技術移

轉、交互授權、智財交易、產品設計、內容創

作、肖像權授權、生產製造合作：委託設計製

造、委託製造、零組件供應、市場行銷合作：

品牌、整廠輸出、市場拓展、通路、物流、代

理銷售。

土地售價

   請逕向經濟部工業局臺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

（Tel.: 06-3840234）洽詢。

● 製造區工（科）

開發面積

23.62
公頃



蘭花生技園區
  以蘭花產品為主，整合國內蘭花產業之力量，

形成產、官、學、研各項有利資源整合，形成

產業聚落與導入國際先進技術及資源，並推動

產業轉型升級，建立園區成為國際科技型交流

平台。

  經營管理採「公辦民營」為原則，高效率管

理營運蘭花園區，產生經濟、社會、生態等綜

合效益，維持蘭花園區之永續經營、發展與國

際地位，使臺灣成為國際蘭花物流中心點。

26 亮 眼 投 資 商 機

蘭花生技
園區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交通資訊

   坐落於臺南市後壁區，位於172縣道28公里

處北側，由172縣道往西與台1線省道連結，經

白河區可迅速連結國道三號，經新營區可立即

連結國道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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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總開發面積175公頃

全臺最大蘭花生產銷售中心

土地為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臺南市政府

承租開發。

營業類別

   蘭花品種培育業、蘭花種苗繁殖業、蘭花植

株栽培業、蘭花切花栽培業、蘭花技術研究試

驗業、管理或技術服務業、資材、設備及物流

服務業等。

設施內容

   建設設施包含第1至5期大地公共工程，營運服

務中心、生產溫室3棟、先建後租溫室7棟、環保

能源中心、花卉展覽館、2棟展覽用溫室、1棟蘭

花生理檢測溫室、蘭花公園等。

業者進駐

   蘭花園區開發面積175公頃，其中可生產蘭花

面積為96公頃，均已招商完成，共有83家業者，

大多為租地自建農業設施。生產之蘭花以蝴蝶

蘭為主，生產之產品包含組培苗、小苗、中苗、

大苗、開花株及切花。

維護費用

   收取管理費維護相關公共設施。

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管理

   園區內之花卉展覽館土地面積約1.78公頃，

將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遴選民間機構

委託營運，提供園區之飲食機能服務、推廣花

卉產業、推動花卉農業體驗活動、帶動觀光發

展、促進經濟發展。

● 一期   ● 二期   ● 三期

● 四期   ● 五期

總開發面積

175
公頃



新吉工業區
  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之後，產業投

資逐漸加溫，本府為提供廠商更充足且優質

的投資環境，於是重啟新吉工業區開發，業

於104年6月30日完成土地徵收發價並於104

年8月3日與受託開發商完成簽訂開發契約，

開發期程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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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東側鄰近台17甲省道，沿省道往東50 0

公尺即可銜接國道 8號臺南支線新吉交流

道，沿國道8號往東6公里，約10分鐘車程

可聯接國道 1號臺南系統交流道，往東 1 5

公里，2 0分鐘車程則可由新化系統交流道

銜接國道3號高速公路新化系統交流道。

新吉
工業區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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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基地面積123.26公頃

產業用地面積約76.75公頃（佔總面積62.27%）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46.51公頃（占總面積37.73%）

（公共設施包括：產業用地、管理中心、自來水設施用地、電力設施用

地、污水處理廠、公園、停車場、滯洪池、綠地等。）

產業類別

   容許引進產業類別以行政院推動之「六大

新興產業」與大臺南地區「十大新興產業」發

展政策為指導方向，並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政策

推動低耗能、低污染之綠色相關產業。

   新吉工業區預計引進之產業類別包括金屬製

品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修

配業、塑膠製品製造業、汽車及其零組件製造

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食品製造業、成衣及

服飾品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批發業、倉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預期效益

本工業區發完成後預估創造380億元年產值及

9,935個就業機會。

● 產業用地（一）

● 自來水事業用地 

● 滯洪池

● 停車場用地

                          

● 產業用地（二）

● 污水處理場用地

● 電力設施用地

● 綠地

                          

● 機關用地

● 公園用地

●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產業用地面積

76.75
公頃



七股科技
工業區
臺南市政府基於市內整體大環境之發展趨

勢與重大建設之投入，為因應產業蓬勃發展

所帶動的投資需求，帶動沿海地區均衡發展，

特著手勘選位於七股區之臺糖公司三股農場

推動「臺南市七股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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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科技
工業區

省道17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交通資訊

七股科技工業區位於台糖三股農場範圍內，

緊鄰台17省道旁，鄰近西濱快速公路和國道8號，

距中山高安定交流道約11公里，周邊匯聚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樹谷園區、臺南科技工業區、

永康科技工業區產業能量，臺江國家公園、七

股鹽山等觀光資源，地理位置優越，區位條件

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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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開發面積約141.34公頃

規劃45.17％公共設施用地（服務中心、污水處

理廠、電力設施、給水設施、停車場用地、綠地

、公園用地、滯洪池等）

工業區公園化理念

產業類別

   七股科技工業區預計規劃引進的目標產業包

括「食品及飲料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預期效益

開發完成後將可為本市帶來289億元年產值，及

9,540個就業機會。

開發面積約

141.34
公頃

● 生產事業用地 

● 相關產業用地

● 服務中心用地

● 污水處理廠用地      

● 電力/給水設施用地             

● 停車場用地

● 綠地/公園

● 滯洪池用地



大臺南
會展中心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大臺南
會展中心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高速鐵路臺南車站特

定區推動會展中心開發案，以因應區域產業

發展及綠能科技成果之展示與全球交易的需

求，為臺南地區產業行銷櫥窗以及帶動臺南

會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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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緊鄰高鐵臺南站、臺鐵沙崙站，近86快速道

路大潭交流道，可快速銜接國道1號及國道3號。

距離臺南國際機場15分鐘，交通便利。

計畫標的

  展覽中心、會議中心、購物中心、附屬餐飲

業、商業服務、商旅，配套機制為演唱會場所

及觀光旅遊規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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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總面積5.2公頃

總開發量體（坪）40,000平方公尺

展覽館（可容納室內600個、室外300個標準攤

位，可提供多功能使用）

會議中心（1,000人及800人等各類型會議室）

附屬餐飲及商業服務、商旅

計畫優勢

一、產業優勢

本市擁有全國最多的14個產業聚落，透過

會展中心產業交流互動平台的建立，強化

在地產業的競爭力，加上本中心周邊特定

區中央政府投資數百億預算，設置研究發

展的綠能科學城及中研院南部院區，未來

將有大量的會議、展覽需求。

二、旅客人次眾多

旅客人次從2 0 0 7年約 2 5 0萬人次，到

2015年已增加到約700萬人次。

三、環保新都

      「南區低碳示範城市」、「宜居、移居」的

      全區發展願景，打造優質的「生產」、

      「生活」及「生態」三合一生產體系之新市

      鎮！

計畫商機

   預估帶動就業人數超過500人；並達到10年超

過新臺幣350億元商機。

高鐵特定區
總面積約

300
公頃

● 核心商業區

● 優質生活區

● 產業專用區

會展中心
面積約

5.2
公頃



沙崙綠能
科學城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沙崙綠能
科學城
為因應綠色經濟時代的來臨，並達成我國

邁向非核家園的目標，政府將綠能科技產業

列為「五加二」創新產業政策之一，行政院

於105年決議設置「沙崙綠能科學城」，透

過中央與地方攜手串聯產學研資源，打造綠

能創新產業生態系，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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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高速鐵路臺南車站旁特定區土地。

計畫標的
包含作為中心樞紐的綠能科技聯合研究中心、

綠能科技示範場域、周邊聯外道路、大臺南會

展中心及住宅區等，打造兼具科技與生活機能

的綠能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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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整合

驅動產、官、學、研整合與在地連結。建立

創新綠能研發聚落，打造臺灣創新綠能產業。

一、連結在地

結合中央、地方、國營事業、法人和大

學資源，發揮綜效。

二、永續發展

以科學驗證解決產業發展之環保爭議。

三、連結國際

運用國際合作研發計畫，吸引國內外大廠

投資。

四、連結未來

發生破壞性創新，創造下一代新興綠能產

業技術。

計畫內容
綠能科技聯合研究中心（基地面積5.33公頃）

綠能科技示範場域（基地面積17.44公頃）

自駕車測試場域

周邊聯外道路

預期效益
中央與地方攜手整合產官學研資源，連結國

際市場與技術，打造綠色產業發展前瞻技術、

尖端產品的重要基地，預估進駐及參與研究人

員約2,200人，吸引民間投資達40億元，將可

帶動臺南產學研發能量及地區經濟發展。

● 自駕車示範場域

● 聯合研究中心

● 中研院南部院區

● 示範場域

科學城
面積約

22.77
公頃



安平港
「北觀光、南
自貿」
  安平港域面積477公頃，主航道寬180公尺，

現有營運碼頭17座，推動安平港成為自由貿

易港區與自由經濟示範區，加上兩岸直航的

推動，結合臺南機場可發展出更具競爭力的

「海空聯運」型態的台南市，並將安平港觀

光分為濱海遊憩園區、郵輪碼頭區、觀光商

業園區等三部份，為大臺南經濟的重要發展

策略，更為臺南地區加速成長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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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
「北觀光、
南自貿」

臺鐵

高鐵

快速道路86

國道1

計畫地點

    北起安平港五期重劃行政區，東沿新港路環港

道路圍牆，南至竹溪橋，西臨三鯤鯓碼頭區環港

道路圍牆至南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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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優勢

   北觀光主要分為濱海遊憩園區、郵輪碼頭區、

觀光休閒園區三區，共同建築觀光發展藍圖；南

自貿將積極向國際招商，加速完成自由貿易港區

的開發營運。

   建設南部地區散雜貨進出港口與兼具觀光及親

水性的港口。 

港域面積

477
公頃

● 港埠行政區

● 客貨碼頭區

● 化學品碼頭區

● 遊艇碼頭區

● 港埠關聯產業區

● 散雜貨碼頭區

● 大宗貨碼頭區

● 多功能碼頭區

● 客貨發展區

計畫標的

 自由貿易港區港區事業（包括經核准的貿易、

倉儲、轉運、組裝、加工、製造等）、運輸相關

（客運碼頭、遊艇碼頭、渡輪站、接駁站等）、

觀光遊憩（水上遊憩設施、觀光飯店、主題商店、

俱樂部等）。

計畫商機

   預估帶動就業人數超過12,000人次；並達到

10年超過新臺幣2,000億元商機。

計畫內容

港域面積477公頃

主航道寬度180公尺

營運碼頭17座

業為自由貿易港區，並升級為自由經濟示範區

擴大至喜樹地區，開放民間投資

臺南科技工業區及其他臺南縣市工業區一併納入

採電子閘門與通關方式

成立海運快遞中心



   根據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BERI）在2017

年第二次「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指出，

臺灣的投資環境評比排名名列全球第四，營

利事業所得稅為世界最低的國家之ㄧ。

   其中，科技與人文並存的臺南，為臺灣最

適合投資的首選地。臺南不僅適合投資，更

是兼具生活金融、科技、旅遊等建設完善的

友善城市；電量充足、水資源豐沛，擁有五

大河川與烏山頭、曾文、南化三大水庫。汽

油價格與房價相較亞太其他城市而言更具優勢。

而臺南普及建構e化網路，透過互動式網站、

3G手機導覽系統，更加提升智慧化與便利的

基礎環境，使企業能更便利的掌握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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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建設完善

營利事業所得稅

世界最低的國家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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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費計算

‧水資源充沛，擁有五大河川與烏山頭、曾文、

   南化三大水庫。

‧工商用電費：以按月基本電費（按契約容量數

   計算）與流動電費（實用電度計算）之總計。

‧水費：基本費＋用水費＋清除處理費＋水源保

育與回饋費。

註：臺灣電力公司網站：http://www.taipower.com.tw/

      自來水公司網站：http://www.water.gov.tw/00home/home.asp

城市e化服務

  以智慧城市大臺南願景為目標，增加無線寬頻

網的佈建、規劃農村智慧化行銷、健康照護智慧

加值以及智慧城鄉教室等計畫，持續打造臺南為

e化城市。

‧開放資料平台

‧臺南數位文創園區

‧交通系統指標

‧市民卡規劃

營利事業所得稅
課稅所得額級距（NT$）    稅率

≦120,000                     免稅

＞120,000                     17%

房價優勢
2017 Q1

646

729

682

866

1,052

1,772

2017 Q2

677

710

675

866

1,123

1,799

地區

臺南市

桃園市

高雄市

臺中市

新北市

臺北市

單位：萬元



完善的經濟機能

  臺南市為雲、嘉、南區域的重要經濟發展中心，

在發展上欲結合科技研發能力、區域觀光遊憩資

源以帶動區域整體發展。自縣市合併升格後，商

業活動情形活絡，臺南市政府積極對外國內大廠

進行招商，在廠商登記家數、公司登記家數成長

率、商業資本額成長率都名列前茅，招商成果亮

麗。另外臺南擁有多項農產品，產量居全國之首，

具「新農業」發展契機，不僅農漁業產量、觀光

資源豐富，景點旅遊人次更達到一年2,000萬人。

臺南透過觀光、藝文、特色商圈、產業聚落等多

元發展，成為一座完善經濟機能的友善城市。

  除了完善的經濟機能外，本市全力推動行政革

新，提升「單一窗口一元化」服務，商業登記案

件平均核照時間約2.5個小時，大幅縮短作業時

效。永華及民治市政中心均有設置單一窗口受理

商業、公司及工廠登記。不分轄區受理商業名稱

預查、商業登記、影印抄錄及商業證明等各項業

務，並與國稅單位組成聯合收件櫃台，提供「一

處送件、兩地服務」，便利民眾與投資者就近辦

理。

‧商業登記家數成長率

  2.22%
‧商業資本額成長率

  3.44%
‧公司登記家數成長率

  4.00%
‧公司實收資本額成長率

  3.09%
（統計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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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重要建設

建設臺南新十大旗艦計畫

釐定「壹個核心價值（吃飯皇帝大）」、「貳

個平衡（區域平衡、社會平衡）」、「參個永

續（環境永續、發展永續、財政永續）」、「

肆大城市發展願景（文化首都、低碳城市、科

技新城、觀光樂園）」的施政價值與理念，與

「伍個文化園區」、「陸大指標建設」、「柒

大城市景觀改造」、「捌大民間投資招商」、

「玖大重要交通建設」、「拾大土地通盤檢討

開發」等新十大旗艦目標，作為未來新台南發

展的藍圖及重點施政主軸，落實在地特色、激

發卓越的國際競爭力、打造臺南成為一個獨一

無二的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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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

   全長8.23公里，建設經費293.6億元，預計

2027年完工，未來將消除市區藩隔，經由鐵

路地下化帶動市中心區再發展，落實臺鐵捷

運化目標並提升公共建設附加價值。

精忠三村平實營區

   面積42.4公頃，重劃經費13.8億元，已於2017

年完成重劃，由市府與軍方合作開發，結合國賓

影城商圈、南紡商業區開發案，建構全新的東臺

南副都心 。

全市自行車道串聯

   已完成山海圳綠道（台17線濱海橋至南科），

並以短、中、長期自行車道路網建設，完成全

市自行車道串聯，活化本市自行車環境。

精忠三村平實營區未來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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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都會公園暨博物館園區模擬圖

臺南都會公園暨博物館園區ROT案

   臺南都會公園（不含博物館園區約9.56公頃）

佔地約30.44公頃，包含入口廣場、兒童島、橋

樑兩座、人行道及自行車道、木棧道、戶外劇

場、籃球場等設施。博物館園區佔地約9.56公

頃，包含本館（共分五個樓層）、噴泉廣場、

戶外劇場等設施。透過政府與民間協力合作，

臺南都會博物館園區奇美館於2015年1月1日甫

開幕就吸引全國甚至全球的目光，博物館之設立

連帶創造藝文產業職缺，博物館亦常有藝文相關

研討會及講座，豐富地區之藝文活動，吸引文化

人定居臺南。

亞太三級棒球中心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基地位於安南區和

順寮重劃區，緊鄰臺史博園區，占地30公頃，計

畫興建一座25,000席國際標準球場，同時規劃副

球場、少棒主副球場及兩座內野練習場等複合式

場域，預估所需經費約22.86億，依規劃期程全

案希冀於2022年完工。



44 友 善 投 資 環 境

友 善 投 資
環 境

耀眼臺南

   除了強化投資商機外，臺南市目前締結27個

姐妹城市與12個友誼城市，除金門縣、澎湖縣

外，其餘分佈在世界各國，透過友誼間的關係，

互相來訪拓展商機，除宣導臺南市通商優惠，

並協助雙方舉辦商展、文物展。

   積極營造臺南成為國際級雙語環境城市，建

置完成市府公務機關，雙語標示，以及公共服

務場所、道路指標、動線指引等雙語指標，並

完成觀光導覽雙語系統，提升各國赴臺南市商

務交流、居住之便利性。

   未來將以臺南市長賴清德規劃的新十大旗艦

計畫之四大城市發展願景，使工商、居住環境

更加健全，帶動臺南市經濟活絡。

文化

首都

科技

新城

觀光

樂園

低碳

城市

肆大城市發展願景



生活

 臺南生活機能完善，打造低碳、宜居的都市，

在路平專案、機車噪音、治安滿意的各項評比獲

得第一名，臺南為最適合生活的城市。

‧2011年行政院環保署遴選 / 低碳城市南區第一名

‧2014年行政院環保署考核評比 / 機車噪音評比第一名

‧2012年TVBS調查 / 路平專案執行成果滿意度第一名

‧2014年內政部警政署公務統計資料 / 警察機關受

  （處）理刑事案件五都發生數最少

居住

   臺南擁有遠東、香格里拉、大億麗緻、長榮桂

冠、臺南大飯店等國際飯店，並具有許多鄉村型

的別墅，加上地價、租金相對優惠。融合臺南獨

特的歷史風情，臺南為最適合居住的首選城市。

‧2017年天下雜誌評比 / 六都「幸福城市大調查」第二名

‧TripAdvisor2017「2017旅行者之選獎」(The Travelers’

   ChoiceAward 2017) / 香格里拉臺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票選臺灣地區最佳飯店第十六名

飲食
   臺南小吃聞名全球，融合的創意料理與傳統小

吃，加上臺南盛行的觀光夜市皆獲選為臺灣第一

名，臺南是個獨一無二的食尚城市。

‧2010年觀光局「臺灣十大夜市票選」 / 臺南花園夜市

   獲夜市票選第一名

‧2012年觀光局「臺灣小吃100名店票選活動」 / 

   人氣小吃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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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評比首屈一指：投資、居住地之首選
榮獲

◆2017年天下雜誌六都市長施政滿意度第二名

◆2012年TVBS調查居住城市光榮感第一名

◆2011年改制升格後「行政效率」第一名

旅行

   臺南人文歷史豐厚，為全臺灣古蹟密度最高的

城市，加上觀光盛行，是最適合旅遊的首選城市。

‧全臺灣古蹟密度最高的城市

交通

   透過高鐵一日臺灣生活圈，臺南赴高雄僅需15

分鐘、赴臺北僅需100分鐘；且臺南致力於打造

大臺南公車，路線完善，使居住、經商機能更加

方便。

‧飛亞太主要城市如日本、新加坡、首爾等，平

   均只要 2.5 小時。



單一服務窗口

     2012年1月於經濟發展局下新設「投資商務科」，

比造中央標準，作為臺南市全球招商單一服務窗

口。提供專人、專責、專案的套案服務，協助有

興趣投資廠商解決土地取得、廠房設立、工商登

記、勞工及環保法令等相關問題，讓本國與外國

的投資人來臺南投資更加的方便。

宜居的都市環境

‧自然環境

   臺南市位於臺灣島西南部最大平原，嘉南平原

的核心，由鹽水溪與曾文溪於中西部淤積成平原，

近三百年來增加大量土地，平坦適合農作，耕地

多達九萬多公頃，排名全臺第一。

‧氣候宜人

   臺南市全境位於北迴歸線以南，全年氣候溫暖，

冬季為臺灣氣候最為溫暖的縣市之一。

‧歷史人文

  臺南為臺灣歷史最為悠久的都市，臺灣近代文

化的發祥地，至今臺南仍為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

的重心，名勝古蹟遍佈，為臺灣一大文化古城，

有利於對於文化創意、觀光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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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商圈發展

‧海安藝文商圈

   透過裝置藝術，發展「藝、遊、味、 境」的休

憩廣場，整合海安路、正興街及神農街共同發展，

發展結合觀光與飲食的商圈，最大的特色為沿路

的拆屋輪廓，透過彩繪與建築結構的結合，裝置

了具有藝文特色的藝術景點，呼應周邊的美食餐

飲，體驗夜間露天串燒暢飲，創造出最適合享受

藝文與美食的觀光商圈。

‧成大校園商圈

 商圈環繞成大校園周邊商店街區，具有學生低

消餐飲、連鎖特色餐廳、異國美食料理等特色，

新潮服飾店中精品旗艦店、潮品牌或平價服飾應

有盡有；住的除了學生宿舍，還有五星級大飯店

及新穎的成大會館，發展「創、 藝、 樂、 活 」

的大學藝文商圈，舉辦各式各樣有趣的活動，致

力於打造產學合作的薈萃區。

‧安平旗艦商圈

   在安平古堡、各類特色小吃、蜜餞蝦餅、古味

童玩以及老街巷弄等文化氣息的加持下，致力將

安平商圈打造為國際級商圈。透過當地的產業結

合，將劍獅、鹽、安平壺與小吃融入伴手禮。並

透過著名的臺南藝術節、國際鼓舞節等，將新藝

術注入老商圈，讓古蹟老街也能帶給民眾嶄新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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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文創商圈

   孔廟商圈範圍以孔廟及府中街為核心，商圈內

文創手工藝品別具特色，窄門咖啡、不老莊藥膳

香腸、莉莉水果店等風靡全臺，巷弄內的古蹟

景點林立，來個深度探訪，更會發現深居小巷

中各類文創商店的生命活力，充滿在商圈各個

角落與街巷空間，足讓您見證孔廟商圈的歷史

價值，穿梭古今。

‧關子嶺休憩商圈

 關子嶺擁有世界級的泥漿溫泉，是全球稀有的

泥漿溫泉之一，與義大利的西西里島溫泉還有

日本的鹿兒島溫泉齊名，因泥漿溫泉的特色，

火王爺再度被關注，當地景點皆與火相稱，似

乎象徵這火苗將愈生興旺，目前除溫泉旅館商

店街外，綿延週邊的甕ㄚ雞亦形成群聚，出發

吧！來個放鬆之旅，體驗一趟舒適兼具美容的

泡湯及豐盛滿足的風味大餐，保證週邊美景美

食將可一次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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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名勝古蹟

  臺南為臺灣在古蹟的保存與修復上表現卓越的

城市之一，古今交錯的古蹟建築、充滿活力的活

動慶典，與生機盎然的自然環境，為繁忙的現代

科技生活注入豐富的人文與生態能量。

  除此之外，因自然環境條件佳、氣候溫和，臺

南有著豐富的物產，如玉井芒果、東山咖啡、官

田番茄、麻豆文旦、新市白蓮霧、善化清燙牛肉、

下營鵝肉等，各式各樣的在地的美食每年同樣吸

引了大批的遊客到臺南嚐鮮，提升臺南觀光、旅

館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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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建築

孔廟

赤崁樓

臺南天壇

安平古堡

延平郡王祠

鹿耳門天后宮

仁德關廟

竹溪寺

十二佃大神榕

永保安康車站等

生態景觀

台江國家公園

白河蓮鄉

虎頭埤

關子嶺

泥溫泉

七股鹽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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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政策

臺南專屬投資優惠
中央產業優惠措施
 臺灣為全球營利事業所得稅率最低的國家之ㄧ，

加上臺灣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後，大幅提升臺灣

的對外貿易，而臺南市透過許多專屬投資優惠，

創造更多企業機會，並可帶動週邊產業之發展。

臺南專屬
投資優惠

P51
太陽光電
系統計畫

P52
獎勵會展
活動

P53
S B I R

P50
信用保證
專案貸款

P53
觀光工廠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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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

‧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市場應用型發展補助計畫

‧中小企業僱工補助

中央產業
優惠措施

P54
現金補助

P57
低利貸款

P54
租稅優惠

P57
政府參與
投資

措施



貸款額度

50~500
萬元整

臺 南 專 屬
投 資 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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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為全球營利事業所得稅率最低的國家之ㄧ，加

上臺灣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後，大幅提升臺灣的對

外貿易，而臺南市透過許多專屬投資優惠，創造更多

企業機會，並可帶動週邊產業之發展。

臺南市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專案貸款

   為加強中小企業融資，貸款額度從新臺幣50

萬~500萬元，還款期限5年，貸款利率按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1.45%機動計息。資金用途以購置廠房、營業場

所、機器設備、或申請營運周轉金為限。2011

年實施至2017年10月31日止總計通過35家，核

貸金額共計新臺幣6,120萬元整。

申請資格：

‧第一類：設籍本市之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二

              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下、經營免辦理商業

              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有稅籍登記。

              (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第二類：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設立於本市

並有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公司或行號。

(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第三類：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設立於本市

並有公司或商業登記，且為本市文

化創意、流行時尚、綠能、生技重

點策略性產業之公司或行號。(貸款

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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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2017年補
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實施計畫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鼓勵民眾及企業於本市

合法私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打造低碳城

市之優質居住型態，並帶動太陽光電發展與系統

設置技術，特訂定本計畫。

補助對象及條件：

於本市轄內合法私有建築物安裝太陽光電系統且

於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三十

日期間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或本府）同意備案或

設備登記之太陽光電系統所有權人。   

補助標準：

本計畫補助方式及適用對象，說明如下：

於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三十

日期間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或本府）同意備案或

設備登記之太陽光電系統所有權人，可選擇之補

助方式如下（七擇一）：

‧依台電公司向太陽光電系統設置者所收取之

併網工程費、加強電力網工程費及併聯審查作

業費或其他線路費用給予補助，原則上全額補

助，但合計之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

‧裝置容量未滿一百峰瓩者，依經濟部能源局

（或本府）及台電公司核發該太陽光電系統證

明文件之裝置容量給予補助，每峰瓩補助新臺

幣五千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最高補

助金額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限。

‧裝置容量達一百峰瓩（含）以上且未滿五百

峰瓩者，每案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

‧裝置容量達五百峰瓩（含）以上者，每案補助

金額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太陽光電系統依附之建築物為陽光社區第一型，

並同時提出補助申請時，依經濟部能源局（或

本府）及台電公司核發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太

陽光電系統證明文件之裝置容量給予補助，每

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不足一峰瓩部分

不予補助，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最高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太陽光電系統依附之建築物為陽光社區第二型，

並同時提出補助申請時，依經濟部能源局（或

本府）及台電公司核發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太

陽光電系統證明文件之裝置容量給予補助，每

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

補助，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最高補助金額以新

臺幣五十萬元為限。

‧太陽光電系統依附之建築物為陽光社區第三型，

並同時提出補助申請時，依經濟部能源局（或

本府）及台電公司核發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太

陽光電系統證明文件之裝置容量給予補助，每

峰瓩補助新臺幣二萬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

補助，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最高補助金額以新

臺幣九十九萬元為限。

備註：

1. 陽光社區定義：

    (1)第一型：於連續相連之五戶（含）以上合法私有住商混合或住

                     宅類透天厝安裝太陽光電系統，總裝置容量達二十峰

                     瓩（含）以上，各戶相鄰間隔不得超過1.5公尺。

    (2)第二型：屬同一起造人且於同一日領得使用執照之公寓大廈或

                     透天厝社區，且總設置戶數為五戶（含）以上、總裝

                     置容量達二十峰瓩（含）以上。

    (3)第三型：屬同一起造人且於同一日領得使用執照之公寓大廈或

                     透天厝社區，且總設置戶數為十五戶（含）以上、總

                     裝置容量達六十峰瓩（含）以上。

2. 如以陽光社區提出申請，但於後續辦理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時，經

    本局派員查驗非屬陽光社區者，該案本局逕予撤銷，不得補正。

3. 補助內容依每年補助方案將作適當調整，並於每年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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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獎勵會議
展覽活動實施辦法

   依法設立的法人、大學、專科學校、學術研究機

構或人民團體，除公營事業或政治團體外，於臺

南市舉辦會議、展覽或活動者，得申請獎勵；與

外國法人或團體合辦者，應由法人或團體提出申

請。該辦法之獎勵，以會議、展覽或活動期間在2

日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可於額度內申

請新臺幣5萬元至80萬元不等之獎勵金。

國際會議：指參與國家三國以上，參與人數一百

人以上，且外國人參與人數達百分之四十或八十

人以上之會議。

國際學術研討會：指參與國家三國以上，參與人

數一百人以上，且邀請外國專家學者十人以上，

為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交流與合作之會議。

國際展覽：指參展攤位一百個以上，且參展國家

三國以上或參展外國廠商達參展廠商總數百分之

十以上之展覽。

前三款以外，下列有助產業發展或國際行銷之活動：

‧國際活動：參與人數三百人以上，且外國人參

   與人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之活動，或參與人數

   一百人以上，且邀請外國專家學者十人以上之

   學術研討會。

‧全國活動：參與人數三百人以上，代表地區達

   五個直轄市或縣（市）以上，且每直轄市或縣

   （市）參與人數二十人以上之活動。

‧展覽活動：參展攤位八十個以上，且參展廠商

   四十家以上之展覽。

‧企業活動：所在地非登記於本市之公司所舉辦，

   參與人數達二百人以上之會議或活動。前項國

   家數之計算包含我國在內。（本辦法另訂定實施日期）

獎勵金

5~80
萬元整



臺南地方型SBIR

  協助臺南市中小企業培養創新研發能力，強化

產業競爭力。市府逐年編列預算並爭取中央補助

經費推動本計畫，促使廠商積極投入技術研發，

分擔企業研發風險，降低研發經費，提升產業競

爭力，每家最高補助上限新臺幣100萬元整。

申請資格：

‧籍（立）於臺南市並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並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等事業，且所

提計畫之執行場所應於臺南市轄區域內。(分

公司或僅工廠登記於臺南市者不具申請資格)

‧依政府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法令：

   1. 製造業：資本額在新台幣8,000萬元以下或加

入勞保員工人數200人以內。

   2. 服務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1億元以下或

加入勞保員工人數100人以內。

     註：請提供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五人以下請提供就業保險資料

佐證)之投保人數資料，以證明經常僱用員工數。

‧未以相同或類似計畫重複申請政府相關計畫補

助者。

‧無欠稅之情事。

‧同一廠商申請本府地方型SBIR計畫時，每一年

度僅能申請一件。

‧獲本府本計畫補助尚未結案者，不得申請。

‧獲本府地方型SBIR計畫補助累計達三次者，不得申

請。

‧曾通過本府本計畫補助案而放棄受補助或終止

計畫未滿三年者，不得申請。

‧最近三年內曾有違反保護勞工、環境之相關法

律或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

其情節重大者，不得申請。

‧以「共同研發」形式申請計畫者須為中小企業，

且每一以中小企業成員以參與1項研發聯盟推

動計畫為原則。

「觀光工廠」輔導計畫

  協助傳統製造業轉型，使企業多角化經營，開拓

新商機：

‧積極推廣在地企業轉型觀光工廠，藉由協助

   具地方特色產業、產業文化或觀光教育價值的

   廠商將產業觀光化，推動產業朝向服務化的經

   營模式，創造傳統產業的第二春。輔導機制為

   一次到位，保證認證，並以官方、輔導團隊、

   受輔導廠商為三位一體，加速輔導觀光工廠認

   證，由地方政府輔導地方廠商，較能凝聚向心

   力，也能更深入了解廠商需求，可提供之支援

   及軟體設備也較充足，廠商較能得到完善的輔

   導體制及照顧，再由中央執行發放認證及執行

   評鑑作業。

‧觀光工廠整合行銷推廣活動，輔導轄內觀光

   工廠導入觀光、教育、體驗、親子、便利等元

   素之行銷計畫，辦理觀光工廠示範一日遊活動，

   並搭配鄰近著名古蹟和新興觀光景點，透過觀

   光工廠提供之體驗與服務，提升業者品牌形象

   及增加業者與民眾近距離交流機會，以促進業

   者永續經營。

‧協助成立「臺南市推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

串連臺南市觀光工廠能量、成為臺南市觀光工

廠業者交流平台、培育觀光工廠經營人才、透

過聯盟提昇臺南市業者產業鏈整體發展。邀集

本市受輔導廠商、已取得觀光工廠認證之廠商

等參與協會運作。

‧建置臺南市觀光工廠官方網站，整合臺南市觀

光工廠資源，宣導臺南市政府輔導措施與相關

辦法，串連廠商與民眾的連結，促進觀光工廠

之行銷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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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

100
萬元整



中 央 產 業
優 惠 措 施
租稅優惠
研究與發展

   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15%限度內，

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或於支出

金額10%限度內，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公司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生技新藥產業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

訓支出金額35%限度內，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當年度研發或人才培訓支出超過前2年

度平均數者，超過部分得按50%抵減。

  營利事業投資於生技新藥公司創立或擴充，並

成為該公司記名股東達3年以上，得以其投資額

20%限度內，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生技新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所得

該公司技術股之新發行股票或取得該公司任股

權憑證所認購之股份（認購價格得低於票面金

額），免予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但於轉讓、

贈與或遺產分配時，應作為該年度之收益，扣除

取得成本，申報課徵所得稅。

進口國內無產製機器設備

   自國外進口國內尚未產製之機器設備，可享有

免徵進口關稅之優惠。

支付國外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自國外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而使用國外營

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或各種特許權利，

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所給付外國事

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

   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得享5年免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投資抵免、興建機具免徵進口關稅；

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營利事業投資參

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亦享有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之抵減。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
減除辦法

‧優惠措施：中小企業增僱本國籍員工並符合

一定要件時，得按本辦法就增僱所支付之薪資

額加成30%，申請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

若增僱本國籍員工年齡在24歲以下，擴大加成

至50%。

‧適用主體： 中小企業，但不包括免課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啟動要件： 經濟景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按月發

布之失業率連續6個月高於一定數值，且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

‧優惠適用期間： 自公告之生效日起算2年。

‧資格要件：申請優惠之中小企業應符合相關之

資格要件（例如：需為公告生效日後的新投資

創立或增資達新臺幣50萬元之公司、增僱本國

籍員工人數需達2人以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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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工業局依據行政院核定「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

案」，以「推高質」、「補關鍵」、「展系統」

以及「育新興」等四大策略，並依據「經濟部協

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導辦法」推動「產業升

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以補助方式引導業者開

發具市場競爭力之產品或服務，達到提升我國產

業附加價值、產業結構優化，並鏈結國際市場。

政府之補助比例，不得超過全案總經費之50％。

本計畫可由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提出申請；

或可由企業與學術機構共同提出申請。

計畫項下包含：

‧產業高值計畫：協助廠商藉由高值化研發掌握

   價值鏈之關鍵技術，或開發創新的服務加值模

   式，切入高端產品應用市場，創造產品單價

   （毛利）或銷售量倍數成長之商品價值。

‧創新優化計畫：協助廠商開發關鍵設備、材料

   及零組件，提供跨領域系統整合，發展整體解

   決方案。

‧新興育成計畫：協助廠商自行或異業結合，或

   運用學研前瞻科研成果，發展新興產業之產品

   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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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補助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經濟部自1997年起推動業界科專計畫，提供業

界研發補助、智財權歸屬等投入研發創新之誘因，

提高企業投入技術研發之意願、強化企業科技創

新應用能力，推動迄今已累積相當成效。為符合

國際創新政策趨勢，引導業者投入具潛力的前瞻

產業技術開發，並鼓勵進行跨領域整合，以完備

我國產業生態發展，自2014年起經濟部以「A+

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簡稱A+淬鍊計畫）」銜接

原「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持續推動補助企

業投入創新研發業務。

   A+淬鍊計畫主要包括：「前瞻技術研發計畫」、

「整合型研發計畫」、「鼓勵國內企業在臺設立

研發中心計畫」，簡述如下：

‧前瞻技術研發計畫：誘發企業投入高階先進技

   術開發，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技術或能大幅提

   升我國產業之附加價值與國際市場競爭力；為

   集中資源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準，經盤點後目

   前擇定10項推動領域。

‧整合型研發計畫：鼓勵業者在水平與垂直領域

   及跨領域成員間的合作與整合，協助產業補足

   缺口，建構產業環境，發展完整產業生態體系，

   使產業能藉創新成果發揮更高的效益。

‧鼓勵國內企業在臺設立研發中心計畫：以「研

發環境建構」為主要任務，協助業者建立研發

組織與團隊、建構研發管理制度（包括內部人

員訓練與激勵制度、研發專案管理制度、外部

研發資源整合機制、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及專案

績效評估機制等）及發展核心技術能耐或有特

色的營運模式，使研發中心成為創意源源不絕

的環境，蓄積企業之研發能量。

有關申請資格、計畫範疇等相關資訊，還請參考A+淬鍊計畫網址：

https://aiip.td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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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政府補助比例不得超過個案計畫總經費之50%，

個案補助上限如下：

‧產品開發：每個案補助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

計畫期程以1年為上限。

‧產品設計：每個案補助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

計畫期程以1年為上限。

‧研發聯盟：每個案總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000萬

元，主導業者輔助上限為新臺幣250

萬元，其餘參與聯盟成員每家補助

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計畫期程以

16個月為上限。政府補助比例不得

超過個案計畫總經費之50％，另大

專校院執行經費不得超過總經費之

30%。

‧產學合作研發-共同申請：

每個案補助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計畫期程以

1年為上限。

‧產學合作研發-聯盟申請：

每個案總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000萬元，主導業

者輔助上限為新臺幣250萬元，其餘參與聯盟成

員每家補助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計畫期程以

16個月為上限。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政府補助款比例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0%，且

企業自籌款部分應小於公司實收資本額。政府補

助上限如下：

‧創新營運：計畫期程以1年為限（經委員審查符

   合國際化者可延長為2年），每案每年度補助上

   限為新臺幣200萬元。

‧整合聯盟：計畫期程以2年為限，每案全程補助

   上限為新臺幣2,000萬元（每年度上限1,000萬

   元），主導公司每年度上限為新臺幣250萬元，

   聯盟公司每年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政府補助比例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0%，且企

業自籌款部分應小於公司實收資本額，或須提出

適度之財務規劃證明以利計畫之執行。政府補助

上限如下：

‧先期研究／先期規劃（Phase1）：先期研究／先

   期規劃（Phase1）：個別申請以6個月為限，補

   助上限為新臺幣100萬元；研發聯盟以9個月為

   限，補助上限為新臺幣500萬元。

‧研究開發／細部計畫（Phase2）：計畫期程以

   2年為限，生技製藥計畫可延長至3年。個別申

   請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000萬元（每年500萬元），

   已經Phase1審查結案再申請Phase2者為新臺幣

   1,200萬元（每年600萬元）；研發聯盟補助上限

   為新臺幣5,000萬元。

‧加值應用（Phase2+）：計畫期程以1年為限，

   生技製藥計畫可延長至1.5年。個別申請補助上

   限為新臺幣500萬元；研發聯盟補助上限為新臺

   幣2,500萬元。



政府參與投資
開發資金投資範圍：

‧資訊、通訊、航太、生物科技、半導體、平面

   顯示器、數位內容等產業為主。

‧國內中小企業之投資計畫。投資上限公股股權

   比例不超過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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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貸款
促進產業創新或研究發展貸款計畫
‧適用產業：為網際網路業、製造業、技術服務

   業、文化創意產業及流通服務業從事之研究發

   展計畫。

‧貸款額度：以核定計畫總經費之80%為上限。

   每案不得超過新臺幣6,500萬元。

流通服務業及餐飲業優惠貸款計畫
‧適用產業：批發、零售、餐飲及物流（從事運

   輸或倉儲之業者，客運除外）之企業。

‧貸款額度：以核准貸款用途投資金額之80%為

   限，每一企業核貸額度最高新臺幣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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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投資商務科

   專辦招商業務之企劃與推動、投資環境整備、國內外招

商活動與經濟會議籌辦、建置招商網、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業務管考、提供廠商投資服務等事項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電話：+886-6-2982810
傳真：+886-6-2982835
網址：http://www.tainan.gov.tw/economic/
電子信箱：investtainan@mail.tainan.gov.tw

洽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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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是一個適合人們做夢、

幹活、戀愛、結婚、

悠然過活的地方。

—葉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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