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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建發字第 1070252673 號 

主旨：公告出售南投旺來產業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產業用地(一)並受理

申請，歡迎合格廠商踴躍申購。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二、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 

三、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要點。 

【公告事項】 

五、公告期間： 

公告之日起即受理申請，即自民國 107 年 11 月 12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11 日止，申購廠商(以下簡稱申請人)未於期間內提出申請(申請書件)

者，不再受理。 

六、土地標示： 

(一)、出售標的： 

詳「捌、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地價分布圖」及

「玖、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坵塊編號、面積及

土地價款對照表」。 

(二)、出售土地圖冊陳列、備索地點：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建設處產業發展科 

地址：540 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電話：049-2222106#1461。 

(三)、申請書件收件地點： 

同上。(週一至週五 8:30~17:00，遇國定假日則停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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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售對象及使用限制 

(一)、本園區土地出售係供商號、法人或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依

本園區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書規定允許引進之產業類別為限，

詳「陸、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容許引進行業類別一覽表」。 

(二)、本園區本次公告出售列為評選評比及加分項目對象如下： 

1.商號、法人、事業機構設立登記於南投縣且符合第六點規定

其行業標準分類-中類為【C08】食品製造業之廠商。 

2.符合第六點規定允許引進之產業類別為限(即【C08】食品製

造業，以及【C19】化學製品製造業之「1930 - 清潔用品及

化粧品製造業」及「1990- 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其中「1930-清潔用品及化粧品製造業」及「1990-未分類其

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其產品須以土鳳梨或相關農產品做為原

料或產品特色(例如：酵素)，有助於強化園區在地特色、提

升農產品原料成為高產值成品之廠商，其他經本府審查同意

者不再此限。 

3.開發計畫書登記有意願廠商。 

(三)、本園區各坵塊得允許多家申請人合併申購，申請人需各自填寫

申請書件且資格需分別審查，其中一家不符合資格或放棄申請

資格其合併申購資格等同喪失，另均應符合本園區產業用地

(一)出售手冊規定。 

(四)、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須承諾於提出之「申請書件」之

「(二)、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所填

寫之預計興工時間及預計開始營運時間之期限內完成使用。 

前項完成使用係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營運所需證照，且建

築物建蔽率不得低於承購土地面積之 20%(編號 C-1 及 C-2 坵塊

內之鳳梨田留設位置面積不計入建蔽率計算)為認定標準。 

預計興工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土地產權移轉登記後 3 年，並得於

期滿前向本府申請同意延長 2 次，每次 1 年。未於期限內完成

使用並依法取得營運所需相關證照前，不得將全部或一部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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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使用及同意辦理預告登記。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並依法取得營運所需相關證照前即

轉讓他人使用者，本府得依原價無息買回，申請人不得異議。 

(五)、本園區公共設施依本府規劃開發內容辦理，申請人不得要求增

設任何公共設施。 

(六)、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除依法更名外，不得變更申請人名

義。 

八、承購土地應繳價款 

(一)、土地售價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審定，詳「玖、南投旺來產業園

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坵塊編號、面積及土地價款對照表」。 

(二)、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按土地價款之 1%計算。 

(三)、施工保證金為土地價款千分之 5。 

九、受理申請時間、地點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依本園區出售公告及出售要點規定，檢齊下列申請書件

正本一式 1 份，副本一式 3 份，送達本府建設處產業發展科

(540 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電話：049-2222106#1461)，收件截

止期限為出售公告期滿當日。 

1.產業用地(一)申購表 

2.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 

(附件 1)、申購用地位置圖 

(附件 2)、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附件 3)、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附件 4)、申請計畫 

(附件 5)、污染防治說明書 

(附件 6)、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

登記表及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以商號名義申請者，檢附各縣市政府核准函及

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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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

影本。 

(附件 7)、申購土地承諾書 

(附件 8)、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本案土地價款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 

分行：北台中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開發南投旺來不動產信託專戶 

帳號：077-001-037-288 

(附件 9)、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

證金之帳戶資料 

(附件 10)、其他應備書件：申請人應簽具切結書，如用水、

用電、污水量超過本園區平均標準，切結將自行

向各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另行配合供應。 

․用電切結書(附件 10-1) 

․用水切結書(附件 10-2) 

․廢(污)水切結書(附件 10-3) 

前項各款文件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加蓋公司行號、事業機構

及代表人印章，影本並應加註「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

律責任」字樣，文件不齊者概不受理。 

(二)、本園區產業用地(一)規劃各項公共設施平均標準如下： 

1.自來水用水量，食品製造業每日每公頃為 95 立方公尺；化學

製品製造業每日每公頃為 28 立方公尺。(已考慮食品製造業

廠商自行回收 39.0%用水；化學製品製造業廠商自行回收

61.0%用水)。 

2.污水排放量為每日每公頃 68 立方公尺。 

3.用電量為每公頃 5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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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區用水總回收率 45.1%。 

超過前項標準者，得不准其申購；惟用水、用電量經申請人洽

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另行配合提供者不在此限。 

十、出售審查作業程序 

(一)、於申請書件統一截止收件後(出售公告期滿當日)，本園區出售

審查作業程序包括「申請資格及書件初審」及「申請計畫及申

購審定」二階段。 

(二)、申請資格及書件初審階段： 

1.申請書件由本府統一收件後再交付受託開發單位玉新公司，

玉新公司再依本園區土地出售要點規定，初審申請人申請書

件是否齊全、資格是否符合，產業類別、用水量、用電量、

廢污水排放量是否符合要點規定；當用水量、用電量超過限

值時，申購廠商是否簽具切結書，切結將自行向各該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另行配合供應；以及申購坵塊是否重複，後將初

審結果送交專管單位複核。 

2.申請書件經複核應予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本府通知補正之次

日起算 30 日內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或補正後資格仍不

符合者，視為放棄申購資格，所繳保證金無息退還。 

3.申請人因資格不符或退出時，取消其參與後續審查之權利，

原申購坵塊則可開放供其他申請人申購，所繳保證金無息退

還。 

(三)、申請計畫及申購審定階段： 

1.申請書件由專管單位複核後無須補正者提送本府，並由本府

彙整復核合格之申請書件，其中申購坵塊無重複者，該申請

人即為該坵塊之「第 1 序位申購廠商」。 

2.任一筆坵塊，若有 2 家(含)以上申請人時，本府得先協調申

請人是否有意願改申購未有人申購坵塊，之後若同一坵塊仍

有 2 家(含)以上申請人時，再由「南投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

築物租售及價格審定小組」(以下簡稱租售價格審定小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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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申請計畫之審查作業。 

3.申請人申請計畫之審查順序，依申請人申請書件之遞件時間

依序安排。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就申請計畫內容進行審查，按

「審定要項」給分並評定申請人優先申購土地序位名次，總

名次為第一名者為該坵塊之「第 1 序位申購廠商」，次名者為

「第 2 序位申購廠商」，依次類推。有關「審定要項」詳后

述。 

4.最後由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定各坵塊「第 1 序位申購廠商」，

通過後始核准承購。 

5.當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定後，而坵塊仍有剩餘者，本府得視

未能申購土地之申請人規模及性質，於兼顧園區整體利用

下，協調申購剩餘坵塊。 

次名者(第 2 序位申購廠商)可於接獲本府通知後，函覆放棄

申購(無息退還 3%保證金)或申購剩餘坵塊，若次名者函覆同

意申購剩餘坵塊，即按後續核准承購作業辦理，依次類推。 

(四)、經上述二階段「出售審查作業程序」審查後未核准承購者，所

繳保證金無息退還。 

十一、其他 

(一)、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實際面積應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

為準。其較原申購估算面積有增減者，應按原承購價格辦理結

算，補繳或退還價款(土地價款及 1%產業園區開管理基金)。 

申請人於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後，如因地政機關地籍圖重測或複

丈致面積變更者，應按地政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園區產業用地(一)土地出售有關規定詳「南投旺來產業園區

產業用地(一)出售手冊(第 3 次公告)」。 

(三)、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告所依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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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南投旺來產業園區開發簡介 

【開發緣起】 

橫跨南投、彰化的八卦山臺地種植鳳梨歷史悠久，土質多半為微酸性

紅壤土，適宜鳳梨、茶葉、生薑生長，尤其是臺灣土鳳梨，經吸收充沛的

陽光與肥沃土壤的栽培，風味微酸、甜度適中，風味絕佳。故 50 年代初

期，鳳梨罐頭加工業崛起、外銷暢旺，締造國產鳳梨第一個盛世，其時整

個八卦山臺地放眼皆是鳳梨園，「施厝坪」一帶更是大本營。如今南投市

「施厝坪」果農所栽培之鳳梨，除揚棄過往作業陋習，生產安全健康的鮮

食鳳梨外，並研發切割育苗、調節產期等技術，開拓鳳梨的觀賞用途。果

農的用心，除再次打響「施厝坪鳳梨」的名聲，亦帶動南投市鳳梨產業復

甦，使鳳梨繼續在八卦山臺地上欣欣向榮。更在近年一項票選南投地區特

色物產活動中，由施厝坪鳳梨眾望所歸，獲選為農產品代表。 

民國 98 年 8 月上旬，莫拉克颱風之侵襲重創臺灣中南部及東南部，所

帶來創紀錄的暴雨量造成臺灣自 1959 年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的水患、坍崩

與土石流，除多人傷亡失蹤外，部分地形地質不宜或土石流高潛勢地區之

聚落，亦由政府協助另行覓地建設永久屋遷村安置。其中，本縣信義鄉神

木村百餘戶莫拉克颱風災民，已於民國 100 年 9 月 10 日正式遷居南投市嘉

和里「茄苳腳」地區，居住空間雖獲確保，但神木村民仍擔憂原賴以維生

之土地、農作都在山上原鄉，一旦離鄉背井遷村後，工作、家計恐難以維

持，甚至喪失農保資格。有鑑於此，目前已有許多公民企業願意協助並指

導民眾發展精緻的農業，協助災民安居進而轉職就業。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已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永久屋

基地旁之台糖土地，輔導神木村永久屋社區居民種植鳳梨等地方特產農

作，並與鄰近鳳梨酥廠商合作建立上游原物料供應鏈，並積極爭取微型園

區補助，擬申請設置「南投旺來產業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藉由園區

之設置結合災民種植之鳳梨與糕餅業者之鳳梨酥觀光工廠，形成地方特色

產業園區，除加強地方特色產業之推廣，並持續開創傳統農業生機，增加

縣民之工作機會，為地方產業之永續發展鋪設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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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概述】 

本園區位於南投市南側與名間鄉交會處之八卦山台地上，面積約 16.59 公

頃，為東西向略呈長方形之基地。 

由國道三號中興交流道往南銜接台 3 線，或國道三號竹山交流道往北銜接

台 3 線，再經縣道 150 號往西接樂利路，並經樂利路 200 號南投縣私立五

育高中西側，即抵達本園區，詳圖貳-1。 

 

圖貳-1.園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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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範圍】 

本園區呈現東西向之長梯形，東西長約 830 公尺、南北寬約 220 公尺，東

側鄰接神木村居民永久性安置住宅社區、西側為鳳梨田農地、北側為一台

地種植果樹、南側則緊臨谷地。本園區土地屬臺糖公司茄苳腳農場之部分

鳳梨田土地。園區範圍詳見圖貳-2 所示。 

 

圖貳-2.園區位置圖 

【地形地勢】 

本園區屬山坡地開發，地勢由西向東遞減，海拔高度約介於 222～275 公尺

之間，其南投聯合沖積扇是源於八卦臺地順向河所形成；本區水文資源相

當豐富，貓羅溪、其支流平林溪、樟平溪、潘子寮溪、三塊厝排水、嘉興

排水、大庄排水等為主要水資源，其中各排水流向因地形影響而多呈東西

走向，大致平行；園區外南北兩側邊坡地勢較為陡峭，地形多呈南北走

向，且日後保留其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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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及坡向】 

本園區大部分為平坦地，主要為東向坡及東北向坡。 

平均坡度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5 條規定，採用坵塊法進行計算，

經分析後，基地內坡度介於一～六級坡之間，平均坡度約 11.56%，以二級

坡占基地面積 68.35%為最多；園區外南北兩側坡度介於二～六級坡之間，

平均坡度約 30.6%，以三~四級坡為最多。 

【交通運輸】 

一、公路運輸系統 

本園區周邊主要聯外道路為台 3 省道，周邊南北向聯外道路由西至東

依序為台 19 省道、國道 1 號、台 1 省道、141 縣道、137 縣道、台 3

省道、國道 3 號等，另東西向聯外道路由北而南依次為台 76 線快速道

路及 150 縣道等，以及區域性的 139 縣道。詳見圖貳-3 所示 

 

圖貳-3.鄰近地區道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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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鐵路運輸系統 

本園區西邊約 8 公里有臺鐵社頭站及田中站，南邊約 15 公里則有臺鐵

集集線鐵路，高速鐵路部分距離最近之臺中站離基地約 25 公里。 

【聯絡道路規劃】 

本園區東西側各規劃一條聯絡道路，東側聯絡道路銜接至大庄路，西側聯

絡道路則銜接至投 30 鄉道，前述聯絡道路位置如圖貳-4 所示。 

 

圖貳-4.聯絡道路系統示意圖 

【規劃內容】 

本園區依「產業創新條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並

按本園區開發之目的及性質，規劃下列各種用地，本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如

表貳-1 及圖貳-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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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貳-1.本園區土地使用計畫表 

土地使用計畫 面積(㎡) 百分比(%) 

產業用地  產(一)  99,071 59.72 

產(二)  2,804 1.69 

產業用地小計  101,875 61.41 

公共設施用

地 

服務兼展示中心  1,241 0.75 

給水設施用地  2,379 1.43 

污水處理廠 2,859 1.72 

停車場用地  4,976 3 

道路  18,428 11.11 

滯洪池  6,663 4.02 

綠地  27,459 16.55 

公共設施用地小計  64,005 38.59 

總計  165,880 100 

註：園區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統計為準。 

【保留鳳梨景觀使用管制規定】 

為提昇本園區景觀發展意象，並兼具寓教於樂之生產、生活以及生態

的特色園區，於部分用地之法定空地留設鳳梨景觀，有關保留之鳳梨景觀

之栽種利用及養護執行方式，除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

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相關內容規定外，並依「產業創新條例」、「工

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使用規範辦法」等規定，詳下表貳-2。 

表貳-2. 留設鳳梨景觀使用管制規定 

項目 

 

坵塊編號 

坵塊面積 

(建築面積) 

(m2) 

建蔽率 

(%) 

允建建築面積 

(m2) 

保留鳳梨景

觀面積 

(m2) 

養護栽種規定 

產(一)4 

(C-1及 C-2坵

塊) 

45,677.2 60 27,406.3 9,800.3 植栽應為鳳梨，並定

期栽種利用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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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鳳梨景觀留設區位 

本園區鳳梨景觀留設區位於：「圖貳-6.園區鳳梨田留設位置示意圖」

之[產(一)4 坵塊]內；以及「捌、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

地價分布圖」之編號 C-1 及 C-2 坵塊內。 

另服務兼展示中心則應於該法定空地留設鳳梨景觀，設置區位無特別

規定，惟須與毗鄰[產（一）4 坵塊] (即編號 C-1 及 C-2 坵塊)之鳳梨

景觀形成一整體視覺效果。 

應依照核定之開發計畫書規定辦理，若需檢討變更，需依各相關規定

等整體檢討辦理。 

二、鳳梨景觀養護及觀光體驗 

須依土地使用計畫規定定期栽種利用養護，且植栽應為鳳梨，以保留

鳳梨景觀。並得設置人行步道及解說告示牌，提供遊客了解鳳梨生長

過程及觀光體驗。 

三、鳳梨景觀意象 

為形塑地方特色產業，並強化本園區以鳳梨加工、製造為主之特色產

業，得設置鳳梨景觀意象，形成具有地標性質之視覺焦點，創造園區

吸引力，塑造出地域感及空間自明性。入口意象則於本園區入口處及

東側綠帶範圍設置符合鳳梨產業特色之公共藝術或景觀設施，並設置

指標導引至鳳梨田位置，形塑園區入口方向性及空間特色。 

【公共設施完善】 

一、道路系統 

於本園區東側配置ㄈ字形計畫道路，路寬為 15 公尺，作為園區對外銜

接之主要道路；另北側配置東西向 12 公尺寬之次要道路，往東銜接至

主要道路；往西可通往區外，前述道路位置圖.貳-7 所示。 

(一)、主要道路 

配置ㄈ字形計畫道路，路寬 15 公尺，採中央標線分隔佈設，

雙向車道配置各一快車道、一慢車道，路邊禁止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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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要道路 

北側配置東西向計畫道路，路寬 12 公尺，採中央標線分隔佈

設，雙向車道配置各一混合車道，路邊禁止停車。 

二、雨(排水)系統 

本園區排水系統配置除了考量區內整地後的地勢變化、以重力自然排

放方式之原則佈設排水設施外，並配合區內坵塊土地利用及道路坡度

加以規劃。本園區排水工程配合整地後地形，各集水區內地表逕流由

道路下方排水設施及幹線引導至基地劃設之滯洪池內，經調節後往北

及往南排放至既有山溝或嘉興排水幹線。 

三、自來水系統 

本園區總用水量係指開發區域內未扣除節約用水措施下之每日各項用

水量總計，本園區總用水量共計約 1,741 CMD，惟透過節約用水措施回

收用水量達約 785 CMD，故計畫用水量約 956 CMD。給水用途主要包括

產業用水、民生用水及其他用水等。 

表貳-3.本園區產業用水量推估表 

引進產業類別 用地面

積(ha) 

單位面積

用水量

(MD/ha) 

平均日需水

量 CMD 

(節水後) 

回收率

(％) 

節約

水量 

未節水前

用水量

CMD 

食品製造業 8.42 95 800 39.0% 511 1,311 

化學製品製造業 1.49 28 42 61.0% 66 108 

合計 9.91 85 842 40.7% 577 1,419 

四、污水系統 

污（廢）水處理廠大部分用水將儘量規劃以廠內回收水支應以貫徹節

約用水策略。園區平均日污水量約 856 CMD，最大日污水量約 1,070 

CMD，故污水廠設計容量定為 1,070 CMD。污（廢）水處理廠廠內中水

系統的用水量約 54 CMD（設計污（廢）水處理量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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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力系統 

本園區依各區需用電量之推估，採用土地使用目的面積乘以其平均用

電密度計算，總用電量約為 5,500kW，各土地使用目的區域之平均用電

密度推估如下： 

(一)、產業用地（一）：用電密度以 500kW/公頃推估。 

(二)、產業用地（二）：用電密度以 400kW/公頃推估。 

(三)、服務兼展示中心、給水設施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用電密度

以 400kW/公頃推估。 

(四)、其他公共設施用地：用電密度以 30kW/公頃推估。 

六、電信系統 

為求園區景觀美化，本園區內之電信線路均採用地下配置為原則，主

幹線規劃埋設於車道下方，支線規劃沿兩側人行道暨退縮空間下方埋

設，電信預埋管路應將本園區未來一般電話、智慧型網路(IN)、ISDN

網路、ATM 網路及有線電視等求納入設計考量，預留佈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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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貳-5.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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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貳-6.園區鳳梨田留設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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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貳-7.園區道路系統示意圖



- 19 - 
 

參、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要點 

【依據】 

一、依據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條例)、「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

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以下簡稱處分辦法)，以及「南投縣政府產業

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定小組設置要點」規定，茲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產創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處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受理申請單位】 

三、南投旺來產業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相關事宜，由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建設處產業發展科辦理，並依規定公告

之。 

申購廠商(以下簡稱申請人)對本次公告內容有疑問者，可洽詢本府建

設處產業發展科林先生(電話：049-2222106#1461)，以及受託開發單

位-玉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玉新公司)招商行銷中心(電

話：04-23019958)。 

【出售標的】 

四、出售標的之分區、位置、坵塊地號標示及圖說，應以本府公告內容為

準，並列載於本園區土地出售手冊內，申請人應先行赴現場勘查，並

事先洽南投縣政府及招商網站(http：//www.twntwl.com)查詢最新坵塊出

售狀況。 

五、本園區用地之申購按已編訂之土地坵塊編號進行出售，原則不再辦理

分割，但本府得依實際出售狀況調整坵塊大小。 

http://www.twntw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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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對象及使用限制】 

六、本園區土地出售係供商號、法人或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依本園區

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書規定允許引進之產業類別為限，詳「陸、南投

旺來產業園區容許引進行業類別一覽表」。 

七、本園區本次公告出售列為評選(審)評比及加分項目對象如下： 

(一)、商號、法人、事業機構設立登記於南投縣且符合第六點規定其

行業標準分類-中類為【C08】食品製造業之廠商。 

(二)、符合第六點規定允許引進之產業類別為限(即【C08】食品製造

業，以及【C19】化學製品製造業之「1930 - 清潔用品及化粧

品製造業」及「1990- 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其中

「1930-清潔用品及化粧品製造業」及「1990-未分類其他化學

製品製造業」，其產品須以土鳳梨或相關農產品做為原料或產品

特色(例如：酵素)，有助於強化園區在地特色、提升農產品原

料成為高產值成品之廠商，其他經本府審查同意者不再此限。 

(三)、開發計畫書登記有意願廠商。 

八、本園區各坵塊得允許多家申請人合併申購，申請人需各自填寫申請書

件且資格需分別審查，其中一家不符合資格或放棄申請資格其合併申

購資格等同喪失，另均應符合本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手冊規定。 

九、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須承諾於提出之「申請書件」之「(二)、南

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所填寫之預計興工時間

及預計開始營運時間之期限內完成使用。 

前項完成使用係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營運所需證照，且建築物建

蔽率不得低於承購土地面積之 20%(編號 C-1 及 C-2 坵塊內之鳳梨田留

設位置面積不計入建蔽率計算)為認定標準。 

預計興工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土地產權移轉登記後 3 年，並得於期滿前

向本府申請同意延長 2 次，每次 1 年。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並依法取

得營運所需相關證照前，不得將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及同意辦理

預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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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並依法取得營運所需相關證照前即轉讓他

人使用者，本府得依原價無息買回，申請人不得異議。 

十、本園區公共設施依本計畫規劃開發圖說辦理，申請人不得要求增加或

變更任何公共設施；並需切實依本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及內

容』執行相關規定。 

【名義變更之限制】 

十一、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除依法更名外，不得變更申請人名義。 

【申請程序】 

十二、申請人依本園區出售公告及出售要點規定，檢齊下列申請書件正本

一式 1 份，副本一式 3 份，送達本府建設處產業發展科(540 南投市

中興路 660 號，電話 049-2222106#1461)，收件截止期限為出售公告

期滿當日。 

(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 

(二)、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 

(附件 1)、申購用地位置圖 

(附件 2)、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附件 3)、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附件 4)、申請計畫 

(附件 5)、污染防治說明書 

(附件 6)、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

表及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以商號名義申請者，檢附各縣市政府核准函及代表

人身分證影本。 

․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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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申購土地承諾書 

(附件 8)、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本案土地價款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 

分行：北台中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開發南投旺來不動產信託專戶 

帳號：077-001-037-288 

(附件 9)、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證

金之帳戶資料 

(附件 10)、其他應備書件：申請人應簽具切結書，如用水、用

電、污水量超過本園區平均標準，切結將自行向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另行配合供應。 

․用電切結書(附件 10-1) 

․用水切結書(附件 10-2) 

․廢(污)水切結書(附件 10-3) 

前項各款文件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加蓋公司行號、事業機構及代表

人印章，影本並應加註「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

樣，文件不齊者概不受理。 

十三、本園區產業用地(一)規劃各項公共設施平均標準如下： 

(一)、自來水用水量，食品製造業每日每公頃為 95 立方公尺；化學製

品製造業每日每公頃為 28 立方公尺。(已考慮食品製造業廠商

自行回收 39.0%用水；化學製品製造業廠商自行回收 61.0%用

水)。 

(二)、污水排放量為每日每公頃 68 立方公尺。 

(三)、用電量為每公頃 500kW。 

(四)、全區用水總回收率 45.1%。 

超過前項標準者，得不准其申購；惟用水、用電量經申請人洽各該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另行配合提供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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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審查作業程序】 

十四、於申請書件統一截止收件後(出售公告期滿當日)，本園區出售審查

作業程序包括「申請資格及書件初審」及「申請計畫及申購審定」

二階段。 

十五、申請資格及書件初審階段： 

(一)、申請書件由本府統一收件後再交付受託開發單位玉新公司，

玉新公司再依本園區土地出售要點規定，初審申請人申請書

件是否齊全、資格是否符合，產業類別、用水量、用電量、

廢污水排放量是否符合要點規定；當用水量、用電量超過限

值時，申購廠商是否簽具切結書，切結將自行向各該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另行配合供應；以及申購坵塊是否重複，後將初

審結果送交專管單位復核。 

(二)、申請書件經復核應予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本府通知補正之次

日起算 30 日內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或補正後資格仍不

符合者，視為放棄申購資格，所繳保證金無息退還。 

(三)、申請人因資格不符或退出時，取消其參與後續審查之權利，

原申購坵塊則可開放供其他申請人申購，所繳保證金無息退

還。 

十六、申請計畫及申購審定階段： 

(一)、申請書件由專管單位復核後無須補正者提送本府，並由本府

彙整復核合格之申請書件，其中申購坵塊無重複者，該申請

人即為該坵塊之「第 1 序位申購廠商」。 

(二)、任一筆坵塊，若有 2 家(含)以上申請人時，本府得先協調申

請人是否有意願改申購未有人申購坵塊，之後若同一坵塊仍

有 2 家(含)以上申請人時，再由「南投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

築物租售及價格審定小組」(以下簡稱租售價格審定小組)進

行申請計畫之審查作業。 

(三)、申請人申請計畫之審查順序，依申請人申請書件之遞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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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安排編碼。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就申請計畫內容進行審

查，按「審定要項」給分並評定申請人優先申購土地序位名

次，總名次為第一名者為該坵塊之「第 1 序位申購廠商」，次

名者為「第 2 序位申購廠商」，依次類推。有關「審定要項」

詳后述。 

(四)、最後由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定各坵塊「第 1 序位申購廠商」，

通過後始核准承購。 

(五)、當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定後，而坵塊仍有剩餘者，本府得視

未能申購土地之申請人規模及性質，於兼顧園區整體利用

下，協調申購剩餘坵塊。 

次名者(第 2 序位申購廠商)可於接獲本府通知後，函覆放棄

申購(無息退還 3%保證金)或申購剩餘坵塊，若次名者函覆同

意申購剩餘坵塊，即按後續核准承購作業辦理，依次類推。 

十七、經上述二階段「出售審查作業程序」審查後未核准承購者，所繳保

證金無息退還。 

【申請計畫審定要項】 

十八、有關申請計畫之審定要項、計分標準、名次評定方式等作業規則詳

第十八點至第二十點之規定。  

十九、審定要項及計分標準：  

本案之「審定要項及計分標準」如表參-1。申請人之審定要項分為

(一)建廠及營運規劃、(二)財務與投資計畫、(三)經濟效益、(四)

研究與發展、(五)其他，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將依申請人申請計畫內

容，按下表之「要項總和分數」給分再加計「評審總分」。 

表參-1.申請計畫申購審定要項及計分標準 

審定要項 
要項總和

分數 

(一) 
建廠及營運

規劃 

1.建廠、營運及請照時程(可含廠商切結書及

金融機構融資保證文件) 
30 



- 25 - 
 

審定要項 
要項總和

分數 

2.廠房興建方式(含分期)及允建容積樓地板

面積等各項初步規劃內容 

(二) 
財務與投資

計畫 

1.公司資本額及最近三年公司財務分析 
25 

2.本次申購土地及未來三年之投資金額說明 

(三) 經濟效益 

1.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

年產值 
25 

2.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

就業人口數 

(四) 研究與發展 

1.最近三年與未來三年研發經費佔公司營業

額比例 
10 

2.公司產品創新研發能力及市場競爭力說明 

3.產品、製程等產業相關之專利。 

(五) 其他 

1.為本園區本次公告出售要點第七點列為評

選評比及加分項目對象 

10 2.願意提供大南投地區或神木社區居民優先

就業機會廠商 

3.其他具加分性文件(含相關回饋計畫) 

評審總分 100 

 

二十、名次評定及核配土地方式： 

(一)、租售價格審定小組依後列作業原則評定申請人優先申購土地

序位：  

1.個別名次：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查申請計畫，並依「審定要

項及計分標準」給予分數，並依分數高低排定名次。  

2.總名次：依申請人別加總各委員評定之個別名次，名次加總

值最少者，總名次為第一名，次者為第二名，依次類推。名

次相同時，以所有委員「評審總分」加總計算，分數較高者

為優勝。如「評審總分」加總分數相同者，則分別依「審定

要項」中之(一)建廠及營運規劃、(二)財務與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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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效益、(四)研究與發展、(五)其他之順序，以所有

委員「要項總和分數」依該順序逐項加總計算，分數較高者

名次為先，並至分出高低排定名次。如經逐項評比後再有同

分情形，則由本府另行通知同分申請人，以抽籤方式決定

之，未出席抽籤之申請人則視同放棄其申購權利。  

3.總名次為第一名之申請人有優先申購土地之權利，即為「第

1 序位申購廠商」，次名者為「第 2 序位申購廠商」，如有棄

權者，以次名者遞補，依次類推。 

【承購土地應繳價款】 

二十一、申請人承購本園區土地應繳價款包含「土地價款」、「產業園區開

發管理基金」及「施工保證金」，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 、土地價款： 

1.計算方式： 

依產創條例規定審定之售價計算，並自審定土地開發成本

利息結算基準日(110 年 3 月 31 日)之次日起加計開發成本

利息。 

2.繳款期別(分三期繳納)： 

(1).第一期-土地價款之保證金：按土地價款之 3%計算。 

(2).第二期-土地價款之自備款：按土地價款之 30%計算

(原繳第一期 3%保證金得無息抵充）。 

(3).第三期-土地價款之尾款：按土地價款之 70%計算。 

(二)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1.依產創條例第 48 條規定繳交予本府設置之產業園區開發管

理基金，按土地價款(含開發成本利息)之 1%計算。 

(三)、施工保證金：為土地價款 5‰。 

二十二、土地價款詳出售手冊「玖、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

坵塊編號、面積及土地價款對照表」。 

二十三、本園區土地價款(售價)，申請人應自行查閱最新公告價格。 



- 27 - 
 

【繳款方式】 

二十四、申請承購本園區土地之申請人，得洽請有關金融行庫配合提供貸

款，其貸款條件以申請人申貸時放款金融行庫頒布之貸款要點為

準。 

二十五、申請人應依下列方式繳款： 

(一)、土地價款之保證金： 

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間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並將繳款憑證

影本檢附於申請書件內提出申請。 

․「土地價款之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 

分行：北台中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開發南投旺來不動產信託專戶 

帳號：077-001-037-288 

(二)、「土地價款之自備款」及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申請人經審定核准承購後，應於接獲本府繳款通知之次日

起算 30 日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土地價款之自備款」以

及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1.「土地價款之自備款」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土地銀行 

分行：北台中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開發南投旺來不動產信託專戶 

帳號：077-821-○○○○○-○ 

(備註：帳號為承購人專屬繳款帳號，繳款帳號後六碼

因承購人而異，故以空格表示之。) 

2.「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臺灣銀行 

分行：南投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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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南投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帳號：0320-3806-5577 

(三)、土地價款之尾款及 5‰施工保證金： 

1.於預定點交土地日前，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府繳款通知之

次日起算 60 日內向指定金融行庫帳戶繳清「土地價款之

尾款」及「5‰施工保證金」，向金融行庫辦理購地貸款

者，由各放款金融行庫依繳款通知於 30 日內 1 次撥付本

府指定帳戶。 

2.「土地價款之尾款」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土地銀行 

分行：北台中分行 

戶名：土銀受託玉新開發南投旺來不動產信託專戶 

帳號：077-821-○○○○○-○ 

(備註：帳號為承購人專屬繳款帳號，繳款帳號後六碼

因承購人而異，故以空格表示之。) 

3. 5‰施工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臺灣銀行 

分行：南投分行 

戶名：南投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帳號：0320-3806-5577 

(四)、申請人願一次全部繳款者，於接獲本府繳款通知之日起 7

日內函復本府，並於通知之日起 60 日內，向指定行庫帳戶

繳納。 

二十六、申請人因故須展延「土地價款之尾款」繳款期限者，應於繳款期

限屆滿前 7 日向本府提出展延之申請，並負擔展延期間之利息(以

年利率 5％計)，其展延期限以 1 次為限，且不得超過 60 日；逾期

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承購。 

「土地價款之自備款」及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無展延機

制，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承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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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換購土地】 

二十七、申請人因故申請換購本園區土地者，應於接獲本府核准承購通知

之次日起 90 日內，且於土地使用同意書或產權移轉證明書核發前

以書面提出，並以 1 次為限，換購後土地價款增減部分，應按比

例補退差額保證金。 

【放棄承購及已繳價款之處理】 

二十八、申請人於接獲本府核准承購通知之日後，放棄承購或未依規定期

限繳清「土地價款之自備款」，或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或

「土地價款之尾款」，取消承購資格，其原繳保證金不予退還，其

餘價款(包含已繳納之土地價款扣除原繳保證金；以及已繳納之 1%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無息退還，但如係辦理貸款者，本府得優

先代為清償貸款本息後，其餘價款無息退還。 

二十九、申請人向指定金融行庫辦理購地貸款，在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

積欠本標的之購地貸款本息連續達 3 期以上，經放款金融行庫依

貸款辦法之規定，要求收回貸款時，本府得先要求申請人限期向金

融行庫完成補繳納，未於期限內補繳，則得於申請人所繳價款額度

內，代為歸還結欠金融行庫之貸款本息。 

三十、申請人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 3%保證金無息退還： 

(一)、 申請人於接獲本府核准承購通知之日前自動放棄承購者。 

(二)、 申請書件經初審應補正而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後資格

仍不符合者。 

(三)、 申請計畫經「出售審查作業程序」審查未核准承購者。 

【面積結算】 

三十一、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實際面積應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為

準。其較原申購估算面積有增減者，應按原承購價格辦理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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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繳或退還價款(包含土地價款及 1%產業園區開管理基金)。 

申請人於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後，如因地政機關地籍圖重測或複丈

致面積變更者，應按地政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土地點交與產權移轉】 

三十二、申請人繳清地價款及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後，本府核發土地產

權移轉證明書件供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所需各項稅捐及費用

由申請人負擔。 

申請人如向金融行庫辦理貸款者，本府得配合放款金融行庫貸款

辦法之規定，將其產權移轉證明書件送請放款金融行庫代辦產權

移轉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 

第 1 項產權移轉證明書件如因地籍整理尚未完成致未能核發者，

由本府先行發給土地使用同意書供申請人使用土地。 

三十三、本園區土地分期分區開發，於完成主要公共設施後由本府安排時

程點交土地。申請人依規定繳清土地價款後點交，申請人無故不

到場點交，亦未委託代理人到場者，視同點交完成。 

三十四、各分區土地提前完成主要公共設施工程時，本府得通知申請人提

前繳清「土地價款尾款」後，提前點交土地。 

三十五、申請人於主要公共設施完成前，需先行使用土地者，在不妨礙開

發工程進行之原則下，應先行繳清「土地價款尾款」後，由本府

按現況點交土地，申請人應對公共設施尚未完成之情形充分了

解，並同意不得就此等情形要求補償、拒絕繳款或點交。實際點

交時間申請人可依實際需求與本府協商確定。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使用土地，本府將協調提供建廠機具、車輛及

人員進出土地之便利。 

三十六、申請人使用土地建廠，應繳交施工保證金，施工期間造成本園區

公共設施損壞，申請人應限期內修繕完成，若申請人未於限期內

修繕完成，同意由本府代僱工修繕，並自施工保證金中扣除代僱

工修繕費用。施工保證金如有不足者，應即補足差額，未補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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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者，應立即停工至補足差額始得復工。 

施工保證金為土地價款 5‰，於繳交土地價款尾款時一併繳納，並

於取得使用執照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繳納方式詳要點二十

五點。 

【興建須知】 

三十七、本園區公共設施工程開發期間，申請人需配合公共工程提供施工

動線用地。 

三十八、申請人構築建物、設立工廠，應依照本園區細部計畫書圖、建築

法、環保法規、園區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設計相關規範、園區污

水下水道系統管制相關規範、園區污水下水道排水設備裝置相關

規範、工廠管理輔導法、本府山坡地開發相關規定及其他相關法

規辦理。 

本園區屬山坡地範圍，申請人構築建築物時，本園區公共工程已

完工並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而其建築於法定空地上設置擋

土牆設施或有其他改變已竣工地形之行為時，申請人需依「水土

保持法」、「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

金繳交辦法」等規定申請水土保持施工許可並繳交回饋金。 

三十九、申請人在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不得擅自

開挖土方、傾倒廢棄土或構築工事，倘因而發生損害時，應負賠

償責任，但經本府同意其須於土地上作檢測等必要工事者，不在

此限。 

四十、申請人在取得土地後，需依雜項設施使用執照之廠區地形辦理建

廠，建廠行為僅限從事建築行為，不得有建築基礎或地下室以外

之開挖整地行為。 

四十一、申請人構築建物期間所需之臨時水、電及電信等設施應自行向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並由本園區管理單位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十二、本園區建築物主結構應以鋼筋混凝土或鋼架等耐火材料為主，建

築物及基地出入口不得阻礙或破壞現有排水系統，且不得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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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截角開設，以維交通安全。 

四十三、申請人整地或構築建物時，應自行設置排水系統將廠區之排水導

入排水溝內，不得漫流，以免危害土坡或構造物之安全。雨污水

收集系統並應採分流設計，不得將污水排入雨水系統中或將雨水

排入污水系統中。 

若有較高處廠家因高程排放問題(如排水設施)需經由較低處廠家退

縮帶埋設相關管線，則較低處廠家需配合辦理，其費用由廠家間

自行協調之。 

四十四、申請人構築建物時若需埋設基樁，為避免損及鄰近地下及地上結

構物，應注意適當之安全距離並遵守相關法規規定，以避免造成

施工公害；倘因而發生損害或公害時，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四十五、申請人使用各項公共管線，除接戶線部分需自行洽各該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外，必要時並應無條件提供鄰地使用人共同使用接點。

公共設施納管接點僅提供至計畫道路旁，若有分割小坵塊設置之

廠家，其廠家間之道路、管線等需由申請人自行建設。 

四十六、申請人承購本園區之土地內如有地下管線、雨污水收集、邊坡擋

土等公共設施，其地面除作空地、綠地及通道外，不得構築建築

物或加以破壞，必要時本園區服務中心並得派員進入清理維護該

等公共設施，申請人不得拒絕。 

四十七、申請人對本園區內之各項公共設施不得加以破壞，違者應負責修

復或賠償。 

申請人如需變更既有公共設施者，應先提出施工計畫書送經本園

區服務中心核可並繳交公共設施復舊費後始得施工，所需費用自

行負擔。 

四十八、申請人使用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廢(污)水應依「下水道法」及本園

區相關規定，申請納入本園區廢(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其排放水

質並應符合本園區公告之下水道水質標準後始得排入。 

申請人排放之廢(污)水量如超過本園區原規劃設置之污水管線容許

量時，應自行評估設置專用污水排放管線銜接至園區污水處理廠



- 33 - 
 

或園區外之承受水體，於提出施工計畫送經本園區服務中心核可

並依下水道法、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申請排放許可後施作，所需各

項費用自行負擔。 

四十九、申請人承購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廢(污)水，申請納入本園區污水處

理廠處理時，應依本府核定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率，按月繳交

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五十、申請人使用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污染，應依前點規定及各相關環保

法規辦理。 

五十一、本園區以 11.4 仟伏特供電，並依台灣電力公司之規定設置接電裝

置，惟實際用電申請，應依台電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人應依其生產方式及用電需求，逕洽台灣電力公司申請供

電，並依台灣電力公司規定及供電系統所需，提供配電場所及通

道供裝設供電設備之用。 

五十二、本園區一般電信及寬頻網路供應由中華電信或其他電信固網業者

提供服務，申請人應依其電信需求，逕洽相關電信業者申請服

務，並依主管機關頒布之相關電信法規，提供電信設備及空間設

置。 

五十三、申請人應於工廠製程中自行回收部分用水，食品製造業回收率不

得低於 39%，化學製品製造業回收率不得低於 61﹪。 

五十四、申請人應於廠區內自行設置雨水收集及儲留設施。 

五十五、申請人於施工建築及營運期間不得任意在公共道路上裝卸貨物、

堆置物品、棄置廢棄物及停放車輛，以維護交通安全。 

五十六、申請人應依產創條例第 53 條規定，向本園區管理機構繳交下列各

項費用： 

(一)、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二)、 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三)、 其他特定設施之使用費或維護費。 

各項費用之收取起始日則依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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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所從事之事業如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告指定之事業，應於設立、停業、歇業

或移轉土地時，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

自行辦理土壤污染檢測作業，所需費用由申購人自行負擔。前項

污染檢測資料應同時檢送本園區服務中心 1 份。 

【其他】 

五十八、申請人徵才時，應提供一定名額供神木社區居民優先申請就業，

神木社區居民就業人數未達名額，鄰近之國宅住戶、平價住宅住

戶、當地居民皆可依序申請，其次才是對外徵才。 

五十九、本要點未盡情事，悉依公告所依法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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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優惠措施 

 

依「南投縣吸引投資自治條例」，事業興辦人以自有之土地及建築

物，依本自治條例核備之投資計畫，給予設置地之地價稅及房屋稅補助，

自開始課征各該稅年度起兩年內給與全額補助，第三年度至第五年度給與

補助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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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作業流程圖 

 

1.於收到繳款通知單之次日起 30日
內繳納。 
2.未依規定期限繳清者，取消承購資
格，其原繳 3%保證金不予退還。 

南投縣政府 
出售公告自民國 107年 11月 12日 

至 107年 12月 11日止 

玉新公司 

申請資格及書件初審 

 

南投縣政府 

函知廠商核准承購 

核發 30%土地價款之自備款(原繳 3%保證金無息

抵充)及 1%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繳款單 

南投縣政府 

核發 70%土地價款之尾款及 5‰施工保證金繳款單 

南投縣政府/申請人 

現況點交土地 

南投縣政府 

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或產權移轉證明書 

申請人 

申請建照興建 

申請人未於 30日
內補正，或補正後
資格仍不符合者。 

3%保證金
無息退還 

專管單位 

申請資格及書件複核 

 

租售價格審定小組 

申請計畫及申購審定 

 

1.於收到繳款通知單之次日起 60日
內繳納。  
2.因故須展延「土地價款之尾款」繳
款期限者，須負擔展延期間之利息，
其展延期限以 1次為限，且不得超過
60日。  
3.未依規定期限繳清者，取消承購資
格，其原繳 3%保證金不予退還。 
 

3%保證金
無息退還 未核准承購者 

1.申購坵塊無重複者，該申請人即為「第 1序

位申購廠商」。 

2.若有 2家(含)以上申請人時，本府得先協調

申請人是否有意願改申購未有人申購坵塊，之

後若同一坵塊仍有 2家(含)以上申請人時，則

由「租售價格審定小組」進行申請計畫之審查

作業。 

3.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就申請計畫內容進行審

查，按「審定要項及評選方式」給分並評定申

請人優先申購土地序位名次，總名次為第一名

者為該坵塊之「第 1序位申購廠商」。 

4.最後由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定各坵塊「第 1

序位申購廠商」，通過後始核准承購。 

依本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要點規
定，檢核申請人申請書件是否齊
全、資格是否符合，產業類別、用
水量、用電量、廢污水排放量是否
符合要點規定；當用水量、用電量
超過限值時，申購廠商是否簽具切
結書，切結將自行向各該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另行配合供應；以及申購
坵塊是否重複。 

申請人於公告期間內提交申請書件(收件

受理單位:南投縣政府建設處產業發展科)

及繳納 3%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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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容許引進行業類別一覽表 

項次 行業標準分類-中類 是否引進 行業標準分類-細類 

1 【C08】食品製造業 可引進 

0811 - 屠宰業 

0812 - 肉類其他加工及保藏業 

0820 - 水產加工及保藏業 

0830 - 蔬果加工及保藏業 

0840 - 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0850 - 乳品製造業 

0861 - 碾穀業 

0862 - 磨粉製品製造業 

0863 -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 

0870 - 動物飼品製造業 

0891 -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0892 - 麵條及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0893 - 製糖業 

0894 - 巧克力及糖果製造業 

0895 - 製茶業 

0896 - 調味品製造業 

0897 - 膳食及菜餚製造業 

0899 -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2 【C19】化學製品製造業 

可引進 
1930 - 清潔用品及化粧品製造業 

1990 - 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不可引進 
1910 - 農藥及環境用藥製造業 

1920 -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備註(1)：依據 105年 1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第 10次修訂)之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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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土地使用規範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為促使本園區土地能合理有效利用，使整體開發符合公共安全與環境保

育，同時以塑造產業園區之地方產業特色、景觀與建築風格為目標，依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四點規定訂定本管制計畫： 

一、用地規劃 

本園區土地依土地使用性質劃定下列各種用地： 

(一)、產業用地(一) 

(二)、產業用地(二) 

(三)、公共設施用地，包括服務兼展示中心、給水設施用地、污水處

理場、停車場用地、道路、滯洪池及綠地等。 

二、土地使用強度 

本園區內各土地使用項目之建蔽率、容積率相關規定如下： 

表柒-1.本園區土地使用強度表 

土地使用 

分區 

用地編定 土地使用項目 

 

建蔽率 

(%) 

容積率 

(%)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產業用地(一)  60 24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產業用地(二)  60 18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服務兼展示中心 60 18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給水設施用地 60 18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污水處理廠 60 180 

交通用地 停車場用地 30 90 

交通用地 道路 － － 

水利用地 滯洪池 － － 

國土保安用地 綠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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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退縮管制 

本園區內建築物之退縮規定與退縮地使用管制項目如下： 

(一)、建築退縮規定 

土地使用項目 基地面臨道路建築退縮深度(單位：m) 

道路寬度 15m 道路寬度 12m 

產業用地(一) 4 3 

產業用地(二) 2 - 

(二)、退縮地使用管制 

1.退縮地於臨接園區道路建築線部分，應配合園區整體景觀與

道路設計提供作為園區人行步道、自行車道、植栽綠化使

用，且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園區內所有公用或私用設施管線（道）應以地下化為原則，

並可使用退縮地；若必須設置於地面上之設備，應予遮蔽設

施並加以綠化植栽處理，且須符合各事業單位之相關規定。 

四、法定空地 

各產業用地之法定空地以集中留設於面臨計畫道路側為主，保有開闊

之視覺景觀空間。 

五、容許使用項目 

(一)、產業用地(一) ： 

1.使用類別及容許使用項目： 

(1).食品製造業： 

係指從事將農、林、漁、牧業產品處理成食品之行業，

特別是以本地區盛產之土鳳梨進行加工之食品製造業，

由鄰近專業鳳梨種植農民提供優質原料，於本地進行製

造加工，有助落實本地區建構上、下游生產、製造一貫

作業產業之廠商。詳「陸、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容許引進

行業類別一覽表」。 

(2).化學製品製造業： 

係指從事「清潔用品及化粧品製造」及「其他化學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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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之行業，其產品須以土鳳梨或相關農產品做為原

料或產品特色(例如：酵素)，有助於強化園區在地特

色、提升農產品原料成為高產值成品之廠商；並排除與

本區鳳梨加值精神不相吻合之農藥及環境用藥製造業、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詳「陸、南投旺來產業園區

容許引進行業類別一覽表」。 

(二)、產業用地（一）除供上述使用類別及容許使用項目外，得併供

下列附屬設施使用： 

1. 附屬辦公室 

廠商得視實際需要，於廠房用地內指定區域，規劃與工業性

質相關之辦公空間，限作工業性質辦公使用。 

2. 附屬倉庫 

廠商得視實際需要，於廠房用地內指定區域，設置儲藏及運

輸設施，限作與工廠登記相關產品或原料儲藏、運送及產製

過程必要之使用。 

3. 附屬停車場 

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辦理。 

4. 防治公害設備 

廠商得視實際需要設置空氣污染、污（廢）水、廢棄物及其

他公共污染防治設施及系統。 

5. 兼營工廠登記產品有關展示及買賣業務 

廠商得視實際需要設置與產品有關之展示及買賣業務場所，

或從事觀光工廠、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設施。 

6. 單身員工宿舍 

廠商得經園區管理機構-服務兼展示中心許可興建附屬員工

單身宿舍，其有關規定如下： 

(1).宿舍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作業廠房總樓地板面積

10%。 

(2).宿舍建築應另外興建並與廠房有所區隔，其建築棟距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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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5 公尺，並經整體景觀規劃，以複層植栽與作業設

施隔離遮蔽。 

六、停車空間規劃 

本園區內停車空間分為公共停車場（停車場用地）及各建築基地附設

之停車空間，公共停車場部分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

定辦理；各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辦理，且不

得移作其他用途使用。 

七、其他設計規範 

(一)、建築物高度 

各開發基地之建築物高度應依「航空站飛航場助航設備四周禁

止限制建築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及「飛航安全標準暨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週禁止及限制建築辦法」進行管制。 

(二)、綠覆率 

1.基地內不得有裸露土面，綠地綠化面積應為空地面積的 100

％；產業用地（一）、產業用地（二）、服務兼展示中心、給

水設施用地、污水處理場之綠化面積應大於空地面積的 60

％；停車場用地之綠化面積應大於空地面積的百分之 30％。 

2.前述作為綠化之植栽、喬木等應以台灣原生物種為限；並採

複層植栽之方式進行綠化。 

3.園區開發後除建築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之作業、營運等人

工設施外，其綠覆率應達 60%以上。 

(三)、透水面積 

本園區全基地面積屬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為確保開發後透

水面積符合「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

則」規定，以總量管制方式規範各出售坵塊用地應留設之透水

面積，如下表所示，該透水面積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手冊」方式留設，以植栽為優先、透水性鋪面

為次，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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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項目/坵塊編號 
用地面積/坵塊面積

(m2) 

用地透水面積/坵塊

透水面積(m2) 

產業用

地(一) 

產業用地(一)-1 
E-1 

13,363 
7,298 

7,083 
3,868 

E-2 6,065 3,215 

產業用地(一)-2 
D-1 

14,906 
7,353 

7,886 
3,890 

D-2 7,553 3,996 

產業用地(一)-3 

C-3 

12,083 

5,206 

6,407 

2,760 

C-4-1 3,570 1,893 

C-4-2 3,307 1,754 

產業用地(一)-4 
C-1 

45,638 
20,857 

24,209 
11,064 

C-2 24,781 13,145 

產業用地(一)-5 

A-1 

6,109 

2,253 

3,264 

1,204 

A-2 1,928 1,030 

A-3 1,928 1,030 

產業用地(一)-6 

A-4 

6,972 

2,230 

3,659 

1,170 

A-5 2,230 1,170 

A-6 2,512 1,319 

小計 99,071 52,508 

產業用地(二) 
B-1 

2,804 
1,402 

1,402 
701 

B-2 1,402 701 

註：各坵塊面積應以地籍整理後謄本面積為準，透水面積再按比例計算之。 

(四)、綠屋頂 

廠商興建觀光工廠其綠屋頂設置須占屋頂實際可設置面積 15％，

綠屋頂型式包含植栽、光電(可循中央補助辦理)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方式。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 43 - 
 

捌、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地價分布圖 

 

圖捌-1.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現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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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坵塊編號、面積及土地

價款對照表 

坵塊 

序 

坵塊 

編號 

面積 

(m
2
) 

面積 

(坪) 

單價 

(元/m
2
) 

土地價款 

(元) 

3%保證金 

(元) 

1 C-4-1 3,570 1,080 21,560 
76,969,200 

 

2,309,076 

2 C-4-2 3,307 1,000 21,560 71,298,920 2,138,968 

3 D-2 7,553 2,285 21,560 162,842,680 4,885,280 

  



- 45 - 
 

拾、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廢污水排入污水管線系統之限值標準 

水質項目 單位 水質限值 水質項目 單位 水質限值 

1.水溫 ℃ 45 以下 24.鎳 mg/L 1 

2.pH 值 無 5.0～9.0 25.硒 mg/L 0.5 

3.生化需氧量(BOD5) mg/L 350 26.砷 mg/L 0.5 

4.化學需氧量(COD) mg/L 700 27.硼 mg/L 1 

5.懸浮固體(S.S.) mg/L 350 28.硫化物 mg/L 1 

6.氟化物(不包括複合離子) mg/L 15 29.甲醛 mg/L 3 

7.硝酸鹽氮 mg/L 50 30.多氯聯苯 mg/L 不得檢出 

8.氨氮 mg/L 20 31.總有機磷劑 mg/L 0.5 

9.氛類 mg/L 1.0 32.總氨基甲酸鹽 mg/L 0.5 

10.陰離子活性界面劑 mg/L 10 33.真色度 無 550 以下 

11.氰化物 mg/L 1 34.除草劑 mg/L 1.0 

12.油脂(正乙烷抽出物) mg/L 10 35.安殺番 mg/L 0.03 

13.溶解性鐵 mg/L 10 36.安特靈 mg/L 0.0002 

14.溶解性錳 mg/L 10 37.靈丹 mg/L 0.004 

15.鎘 mg/L 0.03 38.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mg/L 0.001 

16.鉛 mg/L 1 39.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mg/L 0.001 

17.總鉻 mg/L 2.0 40.阿特靈、地特靈 mg/L 0.003 

18.六價鉻 mg/L 0.5 41.五氯酚及其鹽類 mg/L 0.005 

19.甲基汞 mg/L 0.0000002 42.毒殺芬 mg/L 0.005 

20.總汞 mg/L 0.005 43.五氯硝苯 mg/L 不得檢出 

21.銅 mg/L 3 44.福爾培 mg/L 不得檢出 

22.鋅 mg/L 5 45.四氯丹 mg/L 不得檢出 

23.銀 mg/L 0.5 46.蓋普丹 mg/L 不得檢出 

註： 

1.水質限值除 pH 值及真色度無單位外，其餘為 mg/l。 

2.本進廠限值除 pH 值為一範圍外，其餘均為最大值。 

3.易燃物、爆炸性物質、有機溶劑、惡臭物、大型物體、羽毛纖維、腐蝕性物質均不得

排入。 

4.本進廠限值各項目之檢驗方法，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方法檢驗。 

5.本進廠限值得依污水處理廠之處理功能，增修訂前項管制項目及進廠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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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請書件 

 

(一)、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 .................. - 47 - 

(附件 1)、申購用地位置圖 ............................ - 49 - 

(附件 2)、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 - 50 - 

(附件 3)、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 - 51 - 

(附件 4)、申請計畫-(一)建廠及營運規劃 ............... - 52 - 

(附件 4)、申請計畫-(二)財務與投資計畫 ............... - 54 - 

(附件 4)、申請計畫-(三)經濟效益 ..................... - 55 - 

(附件 4)、申請計畫-(四)研究與發展 ................... - 56 - 

(附件 4)、申請計畫-(五)其他 ......................... - 58 - 

(附件 5)、污染防治說明書 ............................ - 59 - 

(附件 6)、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 - 61 - 

(附件 7)、申購土地承諾書 ............................ - 62 - 

(附件 8)、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 64 - 

(附件 9)、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證金之

帳戶資料 ............................................ - 65 - 

(附件 10-1)、用電切結書 ............................. - 66 - 

(附件 10-2)、用水切結書 ............................. - 67 - 

(附件 10-3)、廢(污)水切結書 ......................... - 68 - 

 

 

  



- 47 - 
 

(一)、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 

茲擬申購「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經營下列業務使用，檢附有

關申請書件正本一式 1 份副本一式 3 份，請惠予核轉南投縣政府審查。此

致玉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日期：___年___月____日 

申

請

人 

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資本額 登記：新台幣元整 實收：新台幣元整 

組織型態 □獨資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地址  

電話  傳真  
代
表
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申請屬性 □新設 □擴廠 □遷廠 

申請標的 縣市 鄉鎮市區 申購坵塊編號 面積(m2) 

土地 南投縣    

行業標準分類-中類 
(參照：陸、南投旺來產業園區

容許引進行業類別一覽表) 

行業標準分類-細類 
(參照：陸、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容許引進

行業類別一覽表) 產品項目名稱(說明) 

代碼及名稱 代碼及名稱 

□【C08】食品製造業 

  

  

  

□【C19】化學製品製造業 

□1930-清潔用品及化粧品製造業  

□1990-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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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 

預計開始興

工時間 
  年    月 

預計開始營運

時間 
   年    月 

預計員工人

數 
      人 

預估用電量

(hp/KW) 
 

預估用水量 

(含民生用水) 

(m3/日) 

 

預估廢(污)

水量(m3/

日) 

 

附件 

1、 申購用地位置圖 

2、 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3、 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4、 申請計畫 

5、 污染防治說明書 

6、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代

表人身分證影本。 

□以商號名義申請者，檢附各縣市政府核准函及代表人身分

證影本。 

□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7、 申購土地承諾書 

8、 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9、 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證金之帳戶

資料 

10-1、用電切結書 

10-2、用水切結書 

10-3、廢(污)水切結書 

備註 申請人及代表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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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申購用地位置圖 

 

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現地示意圖 

 

※單獨申購： 

本公司申購坵塊編號_____________，面積計______________m2。 

 

※合併申購： 

本公司與公司合併申購坵塊編號                ，面積合計             m2。 

  (1).代表廠商                  公司申購面積：計_____________________m2。 

  (2).次代表廠商                公司申購面積：計___________________m2。 

  (3).次代表廠商                公司申購面積：計___________________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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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主要原料名稱 年需求量 原料性質及用途 原料來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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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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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一)建廠及營運規劃 

1.建廠、營運及請照時程(可含廠商切結書及金融機構融資保證文件)： 

建廠規劃 

申請建照 

時程 
____年___月至____年___月 

預估 

投入項目 

□全區一 

次開發， 

無分期興 

建計畫。 

預估時程：  

____年___月至____年___月 

□全區分 

期興建。 

預估時程： 使用面積： 

一期：___年__月至___年__月 m2 

二期：___年__月至___年__月 m
2
 

三期：___年__月至___年__月 m
2
 

營運規劃 

申請使照 

時程 
____年_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預估 

營運時程 

□全區一 

次開發， 

無分期啟 

用計畫。 

預估時程： 

___年__月啟用 

□全區分 

期啟用。 

一期：___年__月啟用 

二期：___年__月啟用 

三期：___年__月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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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房興建方式(含分期)及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等各項初步規劃內容： 

(單位：m
2
) 

申購坵塊編號：  土地面積：              m
2
 

廠地面積 ：            m
2
 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m

2
 

允許最高容積率：            % 設計容積率：              % 

建築用途 
地下 

一層 

第一 

層 

第二 

層 

第三 

層 

第四 

層 

 

層 
合計 

停車        

廠房        

倉庫        

辦公室        

員工宿舍        

其他/公設/機房        

合計        

廠房興建方式及建築配置說明(檢附廠房配置圖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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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二)財務與投資計畫 

1.公司資本額及最近三年公司財務分析：  

公司資本額：                     (仟元) 

分析項目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總額(仟元)    

股東權益總額(仟元)    

自有資本率(%)    

獲利能力 
稅後損益(仟元)    

股東權益報酬率(%)    

註：(1)自有資本率=股東權益/(負債總額+股東權益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淨利/股東權益  

    (3)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本次申購土地及未來三年之投資金額說明   

                                                  單位：仟元 

投入時程 土地 廠房 生產設備 
污染防治

(制)設備 
合計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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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三)經濟效益 

1.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年產值    

單位：仟元 

項目 
最近三年 未來三年預估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營業收入 

(產值) 
  

    

營業損益       

業外收支       

稅前損益       

內/外銷比例

(%) 

/ / / / / / 

註：需檢附最近三年相關證明文件 

 

2.最近三年已創造與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就業人口數   

項目 
最近三年 未來三年預估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員工人數(人)       

未來三年預估可創造之就業人口數簡要說明 

 

註：需檢附最近三年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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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四)研究與發展 

1.最近三年與預估未來三年研發經費佔公司營業額比例     

單位：仟元 

項目 
最近三年 未來三年預估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年度營業額(A)       

年度研發費用(B)       

(B)/(A)%       

註：需檢附最近三年相關證明文件 

 

2.公司產品創新研發能力及市場競爭力說明 

主要產品名稱 產品用途 

1.  

2.  

3.  

4.  

5.  

公司產品創新研發能力及市場競爭力說明(如：關鍵技術項目及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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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製程等產業相關之專利。 

專利名稱 說明 

1.  

2.  

3.  

4.  

5.  

（檢附相關文件於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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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計畫-(五)其他 

 

要項 說明 

2.願意提供大南

投地區或神木社

區居民優先就業

機會廠商 

□是    □否 

補充說明： 

3.其他具加分性

文件(含相關回

饋計畫) 

1.說明：  

2.是否有檢附相關文件： 

  □是(檢附相關文件於下一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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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污染防治說明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興辦工業 

人名稱 
 

申購 

地點 

南投旺來產業園區 

               坵塊 

申購土 

地面積 
              m2 

樓地板

面積 
                  m2 

使用 

動力 
               KW 

每日用

水量 
                  m3 

主要產品名稱  

主要機器設備名稱

(含污染防治設備) 
 

廢

水

處

理 

廢水來源  

廢水生產量 (公噸/日) 

廢水水質(mg/l) 

一、□鉛 二、□鎘 

三、□汞 四、□砷 

五、□六價鉻 六、□銅 

七、□氰化物 八、□有機氯劑 

九、□有機磷劑 十、□酚類 

十一、□其他（如 BOD、COD、SS 等） 

□ 含有上述一項至十項成分，但濃度皆低於放流水標

準規定。 

處理方式及流程  

處理後水(mg/l)  

廢水排放方式 

□ 納入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處理。 

□ 依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規定逕向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排放許可後逕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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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氣

污

染

防

治 

空氣污染物排

放種類及排放

總量(公噸/年) 

 

一、□將生產任一污染物未經控制前之排放總量超過 50 噸/年 

二、□將使用焚化爐總設計處理量或總實際處理量公斤/小時 

三、□將使用鍋爐、氣渦輪機有下列燃燒設施之一者：（請打√） 

(一)□燃用生煤、石油焦之鍋爐。 

(二)□屬同一排放口之鍋爐非交通用氣渦輪機，非交通用引擎而每小

時總輸入熱值一千萬千卡以上。 

(三)□屬同一排放口而每小時總蒸氣蒸發量五公噸以上之渦爐。 

(四)□將不使用上述設備。 

處理方法  

處理後排放值  

廢

棄

物

處

理 

廢棄物總類及

數量 
 

處理方法  

噪

音

防

治 

噪音來源  

防治方法  

本公司對表內所填寫事項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 

權，絕無任何異議，特立據為憑。 

公司名稱：                                  （蓋章） 

公司地址：                                   

負 責 人：                                  （蓋章） 

身分證號碼：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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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一)、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影本正面) (影本背面) 

(二)、 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事項登記表(檢附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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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申購土地承諾書 

本公司茲向貴府申購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經參閱貴府 107 年__月__

日公告、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出售手冊及其相關法令規定，並實地勘

查認為適合，同意按下列各項條件申購，並請轉送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查： 

一、 前述相關法令規章，本公司已詳細閱讀確實了解，並同意遵守南投旺來產業

園區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及相關書圖及土地出售要點各

項規定，日後如有糾紛，本公司同意按申請承購當時之法令規定為仲裁之依

據。 

二、 申購土地標示：                 坵塊；面積               平方公尺。 

三、 本公司同意按 貴府核定之規劃設計內容承購土地，除原核定設計之公共設

施項目外，不得請求改良或補償。 

四、 本公司實際承購土地面積，同意以地政機關地籍整理土地登記簿所載者為

準，面積 如有增減應依規定結算互為退補價款。本公司於辦妥產權移轉登

記後，如因地政機關重測或複丈面積再有增減時，不得再請求退補。 

五、 本公司申請書件經審查核准承購後，承諾先行洽園區服務中心取得廢(污)水

同意納管証明，且切結同意於開始使用前取得廢(污)水連接使用證明，始由 

貴府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 

六、 本公司申請書件經審查核准承購後，承諾用電量超額之部分，願自行向台灣

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或自備發電設備供應。另本公司自來水用水量

超額之部分，願自行向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 

七、 本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保證不擅自使用土地

構築工事，並同意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複丈鑑界，確認界址後始行興工建

築，如有越界建築致發生損害時，願負賠償責任。 

八、 本公司承購之土地，自 貴府點交土地或主管機關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日

起，應繳納之各項稅捐、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一切費用及公共設施維護費

均由本公司負擔。 

九、 本公司如向 貴府指定之行庫或其他行庫辦理承購貸款，在辦妥產權移轉登

記前，如積欠貸款本息達三期以上，經放款行庫通知貴府時，同意視同申請

退購，並同意貴府自應退還本公司價款中，代為清償行庫貸款本息。 

十、 本公司承購土地之建築開發行為，同意依「南投旺來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暨細

部計畫」及相關規範辦理，並依規定取得園區服務中心之建築及景觀設計預

先審查同意。 

十一、 園區內各項公共設施，本公司當善盡維護之責，倘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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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願負責修復或賠償。 

十二、 本公司對於生產作業所產生之污染，保證依下列規定辦理：廢水：自行處

理至符合本園區污水處理廠進廠標準或依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規定逕

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排放許可後始予排放。 

廢氣：處理至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始予排放。 

噪音：處理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廢棄物：依照廢棄物清理法處理。 

如未依前開事項辦理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前述

排放標準 如有變更時，本公司並承諾依最新標準處理，絕無異議。 

十三、 本公司同意依貴府核定費率，繳交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及污水處理系統使

用費。 

十四、 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須承諾於提出之「申請書件」之「(二)、南投旺

來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一)申購表(續表)」所填寫之預計興工時間及預計開

始營運時間之期限內完成使用。 

前項完成使用係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營運所需證照，且建築物建蔽率

不得低於承購土地面積之 20%(編號 C-1 及 C-2 坵塊內之鳳梨田留設位置

面積不計入建蔽率計算)為認定標準。 

預計興工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土地產權移轉登記後 3 年，並得於期滿前向本

府申請同意延長 2 次，每次 1 年。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並依法取得營運所

需相關證照前，不得將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及同意辦理預告登記。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並依法取得營運所需相關證照前即轉讓他人使

用者，本府得依原價無息買回，申請人不得異議。 

十五、 本公司如未履行上開各項條款或違反土地出售要點及相關法令有關規定或於

接獲分配位置通知書之日後放棄承購時，同意貴府沒收保證金及得依原價無

息買回土地，如有地上物，本公司同意無條件自行拆除清理回復原狀，逾期

視為放棄，任由 貴府沒收全權處理，絕無異議，特具承諾書為憑。 

此 致 南投縣政府 

 

立承諾書人：                                 (蓋章) 

地址：                                        

法定代理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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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申購用地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單據影印黏貼處 

 

申請人名稱： 坵塊編號： 

(申請人及代表人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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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退回土地價款百分之三保證金或千分之五施工保證金

之帳戶資料 
 

銀行名稱  

分行別  

帳號  

戶名  

銀行存摺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及代表人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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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1)、用電切結書 

 

本公司知悉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用電量規定(用電標準每公頃 500kw)，承諾本

公司用電量超額之部分， 

 

■願自行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 

□自備發電設備供應。 

 

此致  南投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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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2)、用水切結書 

 

本公司知悉南投旺來產業園區自來水用水量規定(食品製造業每日每公頃為

95 立方公尺；化學製品製造業每日每公頃為 28 立方公尺，另已考慮食品製

造業廠商自行回收 39.0%用水；化學製品製造業廠商自行回收 61.0%用

水)。 

承諾本公司用水量超額之部分，願自行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

應。 

 

 

此致  南投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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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3)、廢(污)水切結書 

 

本公司知悉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廢(污)水排放量規定(每日每公頃 68 立方公

尺)，係本公司產出之污水量(扣除自行回收部份)已超過污水處理廠每日每

公頃處理量，承諾本公司將自行設置污水前處理設施，將本公司廢(污)水

處理至符合本園區排放標準及下水道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關規定後始向

本園區管理服務中心申請納管。 

 

 

此致  南投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