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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暢達  人才匯集

環境優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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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中研院、工研院、國震中心、亞蔬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食品所等研發機構單位進駐，延攬菁英
研發人才聚集於臺南。

交通暢達  人才匯集
環境優勢介紹01

        市位於臺灣西南部，為臺灣六都之一，在交通面上， 擁有完善的聯外交通，是臺灣南部的
重要交通樞紐之一，能於100分鐘內抵達其他五都與其他重要產業園區。在學研能量上，不僅有
6 個國家研究機構進駐於此，每年更培養10 萬名以上素質優秀人才，為臺南帶來高學術研發能
量與大量高科技產業人才。

市區開車20分鐘抵達台南機場。
開車30分鐘抵達高雄小港機場。
高鐵轉乘機捷130分鐘抵達桃園
國際機場。

設有高鐵臺南站，每日平均進出人
次約24,000人，造就南北一日生活
圈(至台北:100分鐘，至台中:42分
鐘，至高雄:15分鐘)

國際機場

高鐵 

境內共有17個台鐵停靠站。
鐵路 

三橫三縱 - 3條國道(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國道 8 號)3條快速道路(台 61 
線、台 84 線、台 86 線) 。

市區至安平港20分鐘，市區至高雄
港60分鐘

道路

港口 

臺南

人才來源

研究機構

聯外交通

南港軟體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

臺中科學園區

抵達全臺重要產業園區
100分鐘內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南部科學園區

臺南市擁有素質優秀的勞動人力，各級學校共計 334 所，其中大專院校 15 所，每年培養 10 餘
萬專科及大學以上畢業生。
成功大學於2020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影響力排行中為亞洲第二全國第一，且產學合作技
轉金額連 11 年每年破億為全國第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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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簡介
繁華古都   科技新城

０2

臺灣熱門旅遊城市，
融合古都與文創元素於城市各角落

億元

，臺灣歷史的門戶，臺南除了擁有綿長的文
化底蘊外，更因為臺南市氣候溫和少雨、日照充
足，全年日照時數約 2,181 小時，在此氣候條件
下，發展出因應全球環境變遷以太陽能為主軸的
綠能科技產業鏈，臺南市更擁有全臺灣最密集的
太陽能產業群，具備創新研發能力和豐富生產經
驗。除此之外，臺南市擁有多樣的優勢產業聚落，
如半導體產業，隨著台積電進駐臺南，吸引了許
多世界半導體產業上中下游重量級企業進駐臺南。
而在新興產業部分，臺南市也積極推動像是 5G 產

業之發展，與多家科技業者串連，組成「5G 台南
隊」，將全市做為 5G 應用及驗證基地。

選擇臺南投資，投資者可以獲得各項優勢的
招商措施支持，由於臺南的歷史發展、地理位置
優勢，創造了豐富多元的文化風貌建築特色，發
展出獨特的商圈精品與美食，更擁有領先全臺的
智慧新都示範場域、智慧路邊停車柱、自駕車示
範場域 ( 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 )、便利的都市建設，
越在地越國際的文化力量，搶進國際市場，掌握
大未來。

臺南 

臺南市擁有全臺最多最完整的

6 個產值超過 550 億的製造行業
14大產業聚落，

土地面積

2191平方公里
總人口數

半導體世界先進製程

生產所在地5奈米與3奈米
投資案投資額約 1兆 1,500
半導體相關設備、材料、支援、服務等

72,000人就業機會。

chapter

187萬

187萬

億元，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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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貿易時代
農業出口時代
( 日治時期 )

製造加工出口時代

製程研發創新時代

在 1867 年清朝末年航海貿易時代，
臺南安平港開港，英屬東印度公司在臺南
設立德記洋行。

日治時代 1909 年左右的農業出口時
代，日本政府為了讓臺灣財務經濟獨立，
開始推動產業外銷，第一個出口產品為蔗
糖，故當時設立了台灣製糖株式會社。

在進入工業化時期，臺南開始發展民生
物資製造業，於是食品加工業公司大舉林立
( 黑橋牌、大成長城、統一、可果美…等 )，
另外還有紡織業（臺南紡織）和塑膠製造業
（奇美實業）等，且政府開始推動工業區設
置發展，當時成立的臺南工業區諸如官田工
業區、永康工業區、安平工業區等。

直到 1997 年，我國政府為均衡南北
發展於臺南設立南部科學園區，隔年 (1998
年 ) 台積電就在臺南設置了 6 廠。

臺南歷史發展概述０3
百年首府  邁入新紀元

chapter

臺南作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
城市，從 17 世紀荷蘭

人於此建立殖民政權，於安平興
建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到 18
世紀進入航海貿易時代清政府將
臺灣納入版圖，在臺南開港發展
海外貿易，接著 19 世紀末因為中
日甲午戰爭臺灣割讓給日本而進
入日治時期，於臺南種植農作物
發展農業出口，再到 20 世紀中國
民政府來臺積極推動工業化，臺
南也開始發展民生物資製造業設
立工業區。而進到 21 世紀隨著製
造業發展成熟化，高科技製造逐
漸成為臺灣產業發展重心，政府
於臺南設立了南部科學園區，吸
引大量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電
子、通訊設備製造業者進駐，這
也使臺南成為臺灣高科技產業的
發展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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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市內交通環境   
臺 61 線之開通宣告臺南交通邁入「三橫三縱」

新時代，連同縱貫全市的國道 1、國道 3，以及橫
跨的臺 86 線、國道 8 號、臺 84 線，6 條主要高快
速公路，加上延伸出去的支線，從最西邊的濱海到
最東邊的山邊，創造大臺南一小時生活圈。

且市府於 103 年完成整體路網規劃，路線方案
總共 12 條 ( 含 3 延伸線 )，路線總長度合計 207 公里，
範圍兼顧大台南市整體區域發展，並務實劃分三階
段分期建設，未來將能有效串聯新營、南科、府城
等三大生活圈。

陽光普照的天氣  
臺南市氣候溫和少雨、日照充足，

全年日照時數約 2,181 小時，為全國日
照時數最長之縣市。

全臺最大的遊艇碼頭  
在全臺最大的安平遊艇碼頭，享

受海天一線、夕照與遊艇的放鬆氛圍，
是臺南獨有的特色風景。

０4城市生活樣貌
綠活城市  盎然宜居

身為百年古都，臺南不僅擁有豐富的古蹟文化資產、古色古香的巷弄
風情與傳統特色商圈。近年隨著高科技產業高速發展，臺南更晉升

為科技新城，為因應大量人口移入需求，臺南市持續投入大量資源於城市
建設上，不管是交通、網路、教育等面向的基礎建設，或是觀光、藝文、
娛樂等面向的公共設施，以打造臺南成為移居首選的「宜居城市」。

臺南是一個適合人們作夢、幹活、
戀愛、結婚、悠然過活的地方。

─台灣當代文學作家葉石濤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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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的教育  
臺南市國中小學中共有 33 校已導入雙語

教育，1/3 的課程以英文進行，像是於南科設
置之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具國內少有
之四部一體體制，強調 12 年教育之一貫性，採
用創新教學模式，為以發展科學教育為重點之
前瞻性標竿學校。

適合人才移居的環境  
臺南新開發區域如靠近臺南科技工業區之

安南區、永康科技工業區之永康區與南科臺南
園區之善化區，生活機能越加完備，可滿足隨
近年高速發展移居臺南之大批人才生活上大大
小小需求。且臺南整體生活機能完善，為低碳
宜居之城市，在路平專案、機車噪音、治安滿
意的評比皆榮獲全國第一名。

綠意盎然的城市空間  
臺南市政府近年積極闢建大量綠地與特色

公園，營造優質生活環境。目前已開闢大小公
園多達 486 座，面積達 731 公頃；未來將持續
推動綠美化，預計將投入 8 億經費，增加 91 公
頃綠地面積，不但有效減少碳排放、改善市容，
同時提供容易親近的綠色空間，提升市民生活
品質。

完善的網路基礎設施  
臺南境內具有遍布廣泛且完善的網路基礎

設施，為居民提供方便快速穩定的網路使用。

富涵歷史底蘊的古蹟  
臺南市為全國擁有最多第一級古蹟的縣市 

 ( 如孔子廟、五妃廟、赤崁樓、二鯤鯓砲台等 )，
且在古蹟的保存與修復上表現卓越。臺南古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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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穎具設計感的藝文設施
臺南市持續致力於藝文設施建設，像是 2020

年新開幕的臺南市美術館 2 館與 2021 年新落成的
臺南市立圖書館。

多元的特色商圈  
在臺南市府的積極推動和輔導之下，目前大

台南地區已有 30 個商圈組織，如海安商圈、安平
商圈、孔廟商圈等，各具特色，提供居民多元休
閒娛樂選擇，如國華街 ( 在地小吃聚集地 )、神農
街 ( 古巷融合藝術元素 )、藍晒圖 ( 文創小店聚散
地 )。

04 城市生活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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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產業

第二級產業

製造業

公共與其它
服務業

其它工業

第一級產業

       產値來看，臺南市之第二級和第三級產値相近，
而以就業人口而言，臺南市的製造業與一般服務業
就業人口比例均等。觀察總體比例分布，第一級產
業（農林漁牧業）佔7%之就業人口，第二級產業
佔41.6%，其中製造業佔了33.6%，製造業以外的
其他工業（例:營造業）合佔約8%，第三級產業佔
比51.5%，而第三級產業又可區分為一般服務業
（佔34.5%）和公共與其他服務業（佔17%）。

依

      臺南市的第一級產業年產値約為522億，六都中排名第一，產品涵
蓋農、漁、畜產…等，種類豐富包羅萬象，其中又以蘭花、火鶴、楊桃、芒
果、吳郭魚、白蝦、虱目魚等產品產量居全國第一；此外，中央研究院與
工研院等研究單位的進駐，提供臺南專業學術或技術人才，而亞蔬中
心、畜試所、水試所、糖試所、農改場等則可作為產業鏈中下游研發試驗
單位。
      臺南市從事第一級產業之人口佔比為六都最高，此刻也正積極以導
入新世代科技應用，發展智慧科技農業，抑或結合觀光產業打造休閒
農業、文創農業、觀光農業等，可望為臺南帶來不同於六都之產業樣態。

     臺南市之第二級產業年產値約為1.059兆，其中產値規模較大的行
業別分別為基本金屬與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食品製造
業、化學材料製造業、汽車零組件製造業以及塑膠製品製造業，上述六
個行業別於臺南的產値皆超過550億元，該產業別的臺南代表業者也
在國際或全國享有產業龍頭知名地位，其中像是金屬製造、汽車零組
件等皆已發展出成熟產業鏈，其上下游產業聚落相當完整，具有高度
彈性和互信專業分工的優勢

第一級產業 
      　年產値約522億，為六都最高

第二級產業 

      　產値約1.059兆，共有6個產値超過550億的製造業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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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投資關鍵產業
產業樞紐  搶佔優勢

      而第三級產業部分年產値約1.027兆，和製造業產値相近，其中佔
比最高者為批發業和觀光服務業，觀光服務業約佔比三分之一，發展
相當蓬勃，為全臺熱門旅行城市之一，擁有全台最多的觀光工廠，以
及超過650間的旅館與民宿。

第三級產業 

     　年產値約1.027兆

14 15

14 15



05 投資關鍵產業

　　半導體為臺南近年發展最迅速且蓬勃之產業，由於台積電18廠的投資，加上目前全球最先進製程5奈米
與3奈米之製程皆落點臺南，吸引眾多執業界牛耳的歐美與日本半導體材料商於臺南加深投資力度，產業的
群聚效應讓臺南聚集了來自全球之領先半導體上中下游廠商。

　　從南科的臺南園區再延伸至路竹及橋頭園區，已形成一條完整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自上游IC設計領域
開始，全球前十大IC設計公司中的瑞昱、聯詠；再至中游世界前五大晶圓代工大廠的台積電與聯華電子，以
及世界前五大設備供應商的艾司摩爾(ASML)、應用材料、東京威力科創、科林研發與科磊，和半導體材料供應
商昭和電工、東洋先端科技等外資業者；最後到下游封裝測試領域之企業像是日月光以及華泰電子等，依序
形成由臺南延伸至高雄之大南方半導體產業廊道。

　　台積電的輻射效應也已擴散到半導體以外的產業，對台積電的供應業者來說，接近台積電為其提供服務
和加深研發合作關係是其投資臺南的最大動機，因此這些供應鏈業者紛紛逐步擴大投資，加強其臺南據點的
功能，從客戶服務據點到設置工廠、研發中心，甚至是培訓中心。而供應業者的群聚，連帶也對提供周邊配套
服務的產業帶來影響，例如物流需求的急遽增加，讓外資物流業者積極於臺南尋找土地，以規畫增設物流或
倉儲中心。

　　臺南是全國日照時數最長之縣市，擁有適合發展太陽能產業之條件，目前臺南也
是全國太陽能裝置之縣市冠軍，裝置容量超過1.6GW，具有健全完善的電力系統。
　　在氣候與地理條件優勢下，臺南市政府積極推行「陽光電城 2.0 計畫」，推動五大屋
頂型和五大地面型太陽能設備項目，讓臺南市太陽光普及率應用相較其他縣市普遍，
「陽光電城計畫」成績獲得許多肯定，不只連續三年獲得經濟部能源局評比的「再生能源
推動績優縣市」，亦榮獲 APEC 能源智慧社區評選金質獎。
　　得力於優良的先天發展條件和政策推波助瀾，臺南的太陽能產業聚落也發展相對
完整，從製造電池與電池模組的廠商，到負責發電廠設備系統與安裝管理等相關業務
公司皆聚集於臺南，並吸引許多國際知名企業投資，像是Google在亞洲的第一宗再生
能源交易即是在臺南。

半導體產業

綠能產業

大
南
方
科
技
產
業
廊
道

重要優勢產業

南科臺南園區

南科路竹園區

南科橋頭園區

上游    IC設計

中游    晶圓製造

下游    封裝測試

晶圓代工

設備

材料

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

日月光、華泰電子

台積電、聯電

ASML、應用材料、東京威力科創

昭和電工、富士電子材料、東洋先端科技

臺南市太陽能上中下游產業鏈企業

茂迪
聯合再生能源
元晶太陽能科技

茂迪
安集科技
豐新光電
聯合再生能源
元晶太陽能科技

茂迪
安集科技
豐新光電
日璽能源科技
夏爾特太陽能科技(外)

大聚電業
臺盬綠能
朝日能源
福展綠能(外)
愛弼士能源(外)

電池 電池模組 發電設備系統 發電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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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投資關鍵產業

　　5G技術可能對各行各業和既存商業模式都帶來變革程度之影響，故臺南市也有望
乘上這波浪潮，讓百年歷史古都蛻變為科技新都，尤其因為台積電帶動國際半導體產
業鏈的蜂擁進駐，臺南的半導體產業國際先驅聚落已儼然成形，而5G、 AI之相關應用
的問世將刺激半導體需求，其加乘效果將為臺南帶來科技產業產値躍進。

　　臺南市政府刻正積極爭取中央推動5G經費，包括中央5G計畫推動辦公室、我國公
部門「資料治理」核心基地、我國無人載具獨立驗證與認證(IV&V)基地、及「5G N79獨立
組網」研發中心等落腳臺南，推動臺南成為臺灣第一個將5G技術應用在公共領域的示
範城市，串聯國際級科技業者共同在臺南發展5G應用，並將5G網路導入機場、車站、
工廠、遊客中心等多種垂直場域。

　　臺南市既有充沛的汽車零件製造業能量，加上高素質的
人力資源臺與產官學研發機構聚集於此，為臺灣發展自駕車
產業之重要據點，且臺南市擁有臺灣第一座封閉式自駕車測
試場域－臺灣智駕車實驗室，推動成為全球首座融入亞太區
域複雜交通環境與特殊駕駛習慣之測試實驗場域。

自駕車產業

　　食品製造業在臺南歷史悠久且根基穩固，這也
代表臺南有許多熟悉食品製造加工品質標準的專業
人才，有臺南市食品製造業之年產値為1,185億，
且臺南市孕育了多達856間之優秀食品製造業者，
包含亞州第一大之食品製造公司-統一集團，以及大
成長城和大統益等。

食品製造業

5G產業

重要優勢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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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園區與場域06
豐沛資源  連結國際

臺南市共有科學園區1處、編定工業區政府開發 11 處、民間開發24處以及都
計工業區 35處，是南台灣產業命脈，亦是臺灣接軌全球的重要經濟基礎。同時臺
南市也擁有豐富的國家與地方資源可運用，境內包括6個重要產業發展場域。

面積/公頃 : 141.34公頃
產業類別 : 塑膠製品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等
開發時程 : 預計2022年同步設廠

七股科技工業區 

面積/公頃 : 110.84公頃
產業類別 : 符合「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甲/乙種工業區規定
開發時程 : 2021年底完工

麻豆工業區 

面積/公頃 : 88.75 公頃
產業類別 : 智慧電網系統整合、儲能及創能零組件、電動車、綠建材
開發時程 : 報編中

綠能產業園區

面積/公頃 :  92.24公頃
產業類別 : 半導體產業(一般製程)、智慧機械製造業、生技醫療產業、

創新產業
開發時程 : 預計2023年用地取得，提供廠商同步建廠

南科三期

面積/公頃 : 98.5 公頃
產業類別 : 食品製造業、紡織業、基本金屬、製造業、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光學製品製造業
開發時程 : 預計2022年底同步設廠

新市產業園區

科學工業園區

編定工業區（政府開發）

都計工業區

新吉工業區

永康科工區

柳營科工區

樹谷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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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
產業聚落

光電
產業聚落

精密機械
產業聚落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為臺灣三大科學工業園區之一，佔地面積1,043公頃，且取
得14座鑽石及綠色建築標章，是國內綠建築密度最高的園區。積體電路產業因擁有完
善先進製程技術，具備國際競爭力，主要引進高級技術產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促進
高級技術之產業發展，形成上、中、下游供應鏈完整之高科技產業聚落，以強化產業
的國際競爭力，臺南園區引進之主要產業為：半導體、光電、精密機械。

　　園區的投資優勢分為三面向：租稅優惠、單一窗口行政服務、充沛的研發資源。南
科將持續執行「南部智慧製造產業聚落推動計畫」、「科技部科學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
作補助計畫」及「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等各項計畫，鼓勵園區廠商與學研機構
合作，結合臺南地域，成為南部產業發展核心引擎。

　　臺南園區積體電路產業聚落
相當完整，園區在台積電及聯電
等晶圓代工廠商帶動下，吸引上
游原料供應CMP研磨液、石英爐
管廠商，下游封裝測試與設備供
應商。由於台積電持續投資臺南
園區，除興建生產5奈米製程的
12吋晶圓廠，另最先進之3奈米
製程也落腳南科，使南科已成為
積體電路優秀人才與廠商聚集之
處，同時也是領先全球之最先進
製程所在地。

南科產業聚落
　　臺南園區係國內TFT-LCD 
產業垂直整合最完整的聚落，
在垂直整合方面，自上游的關
鍵元件如玻璃基板、液晶材料、
觸控式液晶顯示器、增亮膜與
稜鏡片、偏光板、光罩、背光模
組，中游的面板到下游的液晶
電視廠商均已涵蓋。在臺灣邁
向全世界平面顯示器產業領導
地位過程中，臺南園區將持續
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性角色。

　　臺南園區的精密機械產業
發展，係隨著半導體及光電大
廠投資設廠，形成產業鏈聚集
效應。目前已有許多國內外設備
廠商進駐臺南園區，提供自動
化或檢測等設備，吸引更多投
資者和精密機械廠商進駐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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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擁有高度複雜的交通環境，且臺南汽車零件製造業與
高素質之人力資源，在此交通環境與產業鏈下所發展出的
自駕車產業，相較於其他發展自駕車國家，將更有機會與
競爭力。場域內提供自動駕駛車測試與運行展示，提供業
者產品測試、展示並兼具民眾體驗、社會大眾教育功能。
在研發方面，Taiwan CAR Lab也期待藉由建立技術能量，
協助學術與研究團隊進行自駕技術之深化、人才之培育與
應用服務發展，完整布局產業生態鏈。

臺南推動新創產業之場域，此處聚集了臺南
市產學研之能量來協助新創團隊，提供媒合
服務或創業指導資源，此處能成為有意創業
年輕人練功成長的基地。贏地創新育成基地
共規劃6間可容納4至6人大小新創團隊進駐
室、共同工作空間、20人培訓教室等空間，
另設置1間直播攝影室，提供團隊產品宣傳
拍攝使用，每層樓皆設有團隊交流休閒空間
。贏地創新育成基地也持續辦理創業相關課
程、工作坊等活動，盼能為外漂靑年回鄉創
業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與創業空間。

贏地創新育成基地

　國研院國網中心致力於高效能計算、儲存、網
路、平台整合等技術，擁有全台灣最強大的高速
計算能量和學術網路資源。國網中心目前在全國
設有三大分部，其中一個分部即位於臺南市南部
科學園區的行政服務區內，網路儲存空間高達
100PB，最初為提升南區工程計算與網路應用技
術研發能量而設置，目前主要為學術網路維運管
理中心及資安技術團隊之重心。

國網中心

產業推動場域

臺灣智駕測試實驗室
綠色創新與循環經濟是臺灣重要的產業升級驅動
要素，也是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課題。綠能發展
與循環經濟未來的相互應用、跨業整合，是產業
發展的關鍵，而蔡英文總統與行政院也將臺南列
為「五加二產業創新計劃」裡綠能產業的一個發展
重鎭，因此臺南市政府與中央攜手打造全臺唯一
以綠能科技做為主軸的「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建構智慧生態城市、與大自然共生，並以「人」為
尺度來建構社區發展，加強與周邊園區產業及大
專院校鏈結，串連綠能產業生態鏈。以綠能科技
聯合研究中心、綠能科技示範場域、大臺南會展
中心、自駕車測試場域及中研院南部院區占地約
27.47公頃的主要建設，逐步向外鏈結周邊的研發
單位及科學園區或工業區，預期創造我國綠能內
需市場以及逐步向全球展現我國研發能量。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臺南擁有14個產業聚落，數量
為全國之冠，加上豐富文化、
觀光、美食特色，透過大臺南
會展中心建立起產業交流互動
平臺，強化在地產業的競爭力
，有效增加國內外產業交流及
互動機會，利於國際廠商與臺
南廠商合作。

大臺南會展中心

為了加速促進臺南市成為5G推動的示範亮
點城市，臺南市在南瀛研發大樓設置5G示
範場域，為全國第一個供國內外5G技術團
隊進駐之場域，也是全國第一個進行跨領
域實證實驗之場域。此場域內聚集了國內
5G相關產業的指標性業者進駐，並透過定
期辦理工作坊、交流會或論壇等方式，提
供對於推動5G應用有興趣之業者或機構在
臺南市內有充分的資源與同業互動機會。

南瀛大樓 5G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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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專人、專責之投資服務
招商成果與誘因07

　　臺南擁有獨創的「每月投資會報會議」，投資臺南將有市府
提供「專人」、 「專責」、「專案」服務，且由市長每月召開投資會
報，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創造下一波經濟成長的動能。
　　臺南市全力協助台商回流投資，工商登記的單一窗口服務
、線上申辦等行動支付、多元繳納等資訊系統，便於民眾諮詢，
打造積極且有效率的投資環境，為年輕人打造一個看得見的未
來。

　　為推升臺南投資動能，持續推動
法制鬆綁，排除投資障礙，並營造健
全的投資環境。除了加速推動公共建設
之外，並積極解決投資遭遇的土地、勞
工、水、電、專業人才等問題，打通產業
經營瓶頸，以提振投資人信心，活絡整
體經濟成長。

為引領臺灣成為全球高科技研發中心，強化我國領導型產業技
術研發實力，針對半導體產業、通訊產業與人工智慧相關產業，
推動「領航企業研發深耕計畫」，吸引國際大廠(國內外領導廠商)
在臺紮根前瞻技術，結合我國產業鏈合作研發，打造研究、共創
及發展的分工合作體系，領航布局產業新藍海。

投資商務科協助企業投資業務之規劃與推
動、介紹投資環境、辦理國內外企業招商
活動或會議，提供業者投資相關支援服務

地址 :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電話 : 0800-067-795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
www.tainan.gov.tw/economic/

臺南市招商網 :  invest.tainan.gov.tw/
E-mail :  investtainan@mail.tainan.gov.tw

為連結與我國產業互補互利之外國企業來臺從事創新研發活動，
透過與臺灣產業合作，共構我國產業生態系統，進而促成國際創
新研發合作，創造雙贏之成果，推動「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
本計畫補助申請單位在臺進行技術研發，規劃後續營運方式並驗
證其可行性，與補助申請單位建立在臺產業鏈，擴大在臺研發投
資，促成衍生新事業體。

每月投資會報，迅速有效率

塑造優質環境，啟動經濟齒輪

經濟部技術處

領航企業
研發深耕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

全球研發創新
夥伴計畫

為鼓勵中小企業進行產業技術及產品之創新研究，特推動
「臺南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提供轄
內廠商創新研發補助，加速提升臺南市中小企業之產業競
爭 力 ， 促 進 產 業 發 展 。 每 案 最 高 補 助 金 額 1 0 0 萬 元 、
共同研發案最高補助金額200萬元。

臺南市地方型SBIR

為扶植具創新創意之潛力微型企業，提供籌資及輔導服務，
本府與櫃買中心合作，發掘、推薦優良廠商參與創櫃板。不定
期召開「臺南市政府推動『創櫃板』計畫輔導機制審查會議」，
通過者將向櫃買中心推薦具創新產品之公司。

創櫃板

「臺南市促進科技與新創產業發展自治條例」，提供綠色能源
產業、生物科技產業、數位科技產業、流行時尚產業、會議展覽
產業及其他文化創意產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科技與新
創產業，投資人於房屋稅、地價稅、不動產租金、勞工職訓費
用上之優惠與補助。

臺南市促進科技
與新創產業發展
自治條例

chapter

　　臺南市持續積極對國內外廠商進行招商，統計自2019年至2021年，新增926家投資案，吸引
995億元投資額，創造1,832億元產値，預計增加30,596個就業機會，其中以金屬製品、機械設備、
塑膠製品、食品等產業別為投資大宗。此外，截至2021年12月底，公司登記家數41,192家，與2020
年同期相比成長4.08%；公司實收資本額10,119.60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4.83％。商業登記
家數73,414家，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3.50％；商業登記資本額147.03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
4.01％，顯示臺南市商業活動熱絡，持續穩定成長。

　　投資臺灣三大方案啟用至今，累計至110年12月底共161件投資案件，投資總額共2,261億元。
其中又以製造業中的金屬製造業、汽車及其零組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與生技醫療業，以及
高科技產業中的電子相關製造業之企業投資佔多數。

　　台積電/聯華電子/ASML艾司摩爾/Garmin/Applied Materials應用材料/科林研發/東京威力
科創/昭和電工半導體/富士電子材料……

投資成果

台商回流成果

重點投資企業

投資諮詢窗口 招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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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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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經 濟 發 展 局

投 資 商 務 科
電 話  +886-6-2982810

傳 眞  +886-6-2982835

economic.tainan.gov.tw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Tainan City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