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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為落實五大發展主軸，包括「文

化首府」、「產經重鎮」、「智慧新都」、「創

生城鄉」、「希望家園」，透過資源整合、創

新服務及加速建設，以吸引優質廠商進駐，創

造就業機會，面對國內、外潛在投資者與回流

台商，市府將提出更全面的招商引資作法。同

時，美中貿易戰自 2018年如火如荼展開，台
商須思考因應之道，如何協助台商回流，有賴

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

地方與中央合作 橫向聯繫垂直整合

為導引優質台商回台投資，台南市政府與

中央相關部會及投資台灣事務所合作，透過一

站式整合服務，經橫向聯繫、垂直整合促成投

資，除提供媒合轉介、資源諮詢，並聯合協助

企業解決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等

「五缺」問題，同時以廠商需求為導向，協助

加速土地取得、都市設計、消防、工廠登記及

環保許可等行政措施，讓廠商放心投資與量產。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 文／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水 電

人才人力

協調台水公司，透過
開源(再生水、水庫更新改善)
節流(自來水減漏)
調度(增設聯通管)
備援(改善供水系統)措施解決
缺水問題。
長期供水＞需求

發展綠電：推動太陽光電計畫，
統計至2018年底太陽光電年發
電量達9.8億度，減碳量約54.5
萬噸。
協調台電調度、更新電廠，電力
供應無虞。

定期與不定期舉辦大小型
就業博覽會、媒合會，解
決人力短缺問題。

大專院校18間，
佔全台灣11.2%；
教師4,752人；學生124,477人。
結合大專院校進行產學合作、開
設企業專班，解決人才問題。

提供

單一窗口 一站式服務

台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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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投資會報 有效排除投資障礙

市府為投資案提供專人、專責、專案的一

站式優質整合服務，並隨時針對廠商遭遇之各

項投資障礙召開跨局處會議，期在第一時間解

決問題，重大投資案件並由市長親自主持投資

會報或協調中央協助解決，以專案會議列管追

蹤，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以加速落實投資。

排除投資障礙機制

排除投資障礙作業流程

障礙排除，順利投資

送件、登記／發證

土地／租稅／水電／交通／開發許可證／
變更／環評／資金／勞工

由經發局主持，依
個案狀況邀集相
關局處朝開會議

遇重大投資障礙由
市長召開跨局處會
議解決。

創造多元投資標的 提供台商多重選擇

(一 ) 更新與活化老舊工業區
市府積極爭取中央補助，逐年針對老

舊工業區活化更新，改善道路、排水等公

共設施，促進閒置用地活化，促使老舊工

業區投資環境更為完善，營造優質投資環

境。

(二 ) 開發新工業區及產業園區報編
台南市為全國第一個地方政府自行開

發產業園區，且開發數量居全國之冠。

「樹谷園區」、「柳營科技園區」及「永

康科技園區」已提供 231家廠商進駐，
「新吉工業區」預計 2020年底前完成全
部土地銷售。此外，為持續滿足廠商投

資設廠需求，「七股科技工業區」預計

2019年下半年啟動開發及招商，對解決
沿海地區產業用地不足，提供 77.5公頃
設廠用地，創造農漁村轉型，提供優質的

投資及生產環境。而目前正辦理重劃的

「麻豆工業區」，預估 2020年 12月可
提供約 90公頃土地提供廠商進駐設廠。
同時，市府也鼓勵廠商透過興辦產業方式

報編工業區，擴大原廠區，以提升產能及

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三 ) 清查未強化利用產業用地
市府辦理未強化利用土地資訊收集，

▲▲ 台南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地方，多采多姿的小吃文化滿足了無數老饕的味蕾。

圖／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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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據所有權人之租售意願，建立資料

庫，提供投資人投資標的媒合服務。此

外，對於尚未建廠或擬租售之現有工業區

土地，主動洽詢所有權人意願，建立媒合

機制。同時，與國產署、台糖公司與鐵道

局等合作開發，釋出國有土地，促進土地

之改良利用。

協助企業創新升級 永續發展

為鼓勵企業持續創新發展，台南市將提供

廠商有力的後盾及豐沛的資源，提升整體產業

競爭力，市府已策劃十大面向，輔導廠商永續

經營：

(一 )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 SBIR計畫─提供研發
補助，鼓勵中小企業投入創新研發，每家

上限 100萬元。
(二 ) 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貸款─協助

青創及中小企業解決購置廠房、營業場

▲  2019年台南「月津港燈節」結合城市意象策展，展現質感之美。
▼ 北門遊客中心

所、機器、設備之資金需求。

(三 ) 創櫃板─支援微型創新企業，全方位輔導
登錄創櫃。

(四 ) 促進科技與新創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為提
升產業發展與整體產業競爭力、鼓勵企業

投資及創新，並輔導策略性產業發展，

2019年起編列 1億元預算補助新創產業。
(五 ) 中小企業服務團─七大產業分團（傳統、

觀光、工商、流行時尚、創意設計、生物

科技、綠色能源）提供八大面向輔導服

務。

(六 ) 創新創意推動計畫─整合產官學研能量資
源、搭起中央與地方輔導橋梁、協助爭取

創業相關資源。

(七 ) 冷鏈物流中心─協助農漁產品的冷藏與加
工、運轉升級，以改善農漁民收入，創造

新的發展機會。

(八 ) 產業研發聯盟─群聚產業交流合作，目前
有 6個聯盟（綠色科技、精密機械、生技、
紡織、汽機車研發、流行時尚）。

(九 ) 經貿拓展─帶領廠商以國外參展、商洽
會、參訪之三合一方式拓展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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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觀光工廠─協助傳統產業轉型，推動產業
觀光化，目前計有 23家，全國第一。

歡迎台商投資台南行動方案

台南市政府全力協助台商回流投資，並與

中央攜手打造台南成為全國重要的產業重鎮，

行動方案如下：

(一 ) 推動策略與作法
1. 發掘投資意願 :主動聯繫受美中貿易戰影
響的台商與相關台商組織。

2. 以廠商需求為導向：協助媒合土地、水電、
人才、人工，並提供資金、稅務諮詢服務。

3. 單一窗口行動服
務 :提供一站式
專人專案服務，

重大投資案並透

過投資會報排除

投資障礙。

4. 中央地方合作 :與
中央聯合招商、

促成投資，並透

過資源整合，擴

大媒合效益。

5. 加速台商落地生
產：透過親商、

安商，主動關懷

廠商需求，加速

台商回台投資。

(二 ) 市府與中央協調運作機制
與行政院相關部會暨所屬機關如經濟

部國貿局與工業局、科技部南科管理局、

投資台灣事務所等合作，透過橫向聯繫、

垂直整合，媒合轉介、資源諮詢，以及聯

合排除投資障礙等，以導引優質台商回

台，進而創造地方就業機會，讓投資企業

與台南市民互利雙贏。

近年來，市府藉由協助企業國際拓

銷、舉辦商洽媒合會，持續擴展招商管

道，透過各項親商、安商措施，改善投資

環境與協助企業開拓全球市場，同時透過

打造特色購物天地，帶動人潮促進商機，

形塑台南成為投資的首選城市。台南市有

決心，以高行政效率、熱誠服務態度與企

業攜手打造產經重鎮，創造更多的就業機

會，讓台南成為一個安居樂業、宜居的城

市，歡迎企業投資台南。

▲▼  1月 21日，黃偉
哲市長召開 2019
年第一次投資會

報，新增包括物

流、綠能等 7項
投資案，投資額

計 78億元。

圖／黃偉哲臉書

圖／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