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嘉義縣政府為開闢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計畫變更暨後期開

發細部計畫需要，擬徵收坐落嘉義縣朴子市新庄段新庄小段 1-2

地號等 9筆土地，合計面積 0.087355 公頃，並擬一併徵收其土地

改良物，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

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 15份，請准予照案徵收。本案經內政部

107 年 9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4130 號函核准開發許可，並

依開發許可變更編定為適當用地。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為開闢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計畫變更暨後期開發細部

計畫必需使用本案土地。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一）擬徵收坐落嘉義縣朴子市新庄段新庄小段 1-2 地號等 9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87355 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與

徵收土地圖說。 

（二）本案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本案用地徵收範圍屬非都市土地，並依作業

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已就損失最小之地方為之，並儘

量避免耕地、建築密集地、環境敏感區位土地，且用地

範圍內無文化保存區位土地。 

（三）本案徵收範圍內無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符合土地徵收

條例第 3條之 1及其施行細則第 2條之 1規定。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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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辦事業之種類：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產業園

區）。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 

1.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10 款：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

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十、其他依

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2.產業創新條例第 42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用私有土

地時，得徵收之。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 

1.經濟部 89 年 3 月 23 日經(八九)工字第○八九八九○

二四五○號函核准編定為工業區，並由嘉義縣政府於

89 年 4 月 10 日完成公告在案，本案係屬其他依法得

徵收土地之事業。 

2.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經授工字第 10720433521 號

函同意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嘉義地區蘊藏豐富的特有觀光資源、學研資源豐

富，文化及醫療資源雄厚，整體交通便利，基礎公共建

設己臻完備，利於產業發展的條件正逐漸成形。 

嘉義縣政府鑒於內外經濟局勢變化，縣內產業結構

正面臨由農業立縣轉型為產業多元和諧發展的型態，因

應縣治新區及高鐵設站等地區發展之契機，加速縣內工

業園區推動開發，並配合行政院加強雲林以南地區經濟

建設目標，本府提出「嘉義新時代」，加速產業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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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動「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設置，目前第一期

園區產業用地已全數處分完竣，期望隨著本次後期計畫

之擬定，完整串聯中南部科技走廊，創造縣民就業機會，

成為行政院全球招商計畫標的之一，本案之具體辦理目

的包括： 

(一)產業發展目標—黃金十年、啟動產業發展引擎 

台灣擁有連結中國大陸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關鍵地位

和角色，將對外資與台商產生磁吸效應，有助產業供應

鏈根留台灣，成為亞太經貿樞紐及台商營運總部。本園

區之推動開發，將能延續地區產業升級之成長力道，成

為產業創新重鎮，進一步推展提升嘉義縣之地區經濟。 

(二)地方政策目標—構築地方經濟及產業發展骨幹 

嘉義縣在工業發展上，囿於產業區位的因素成長較

緩。本園區之推動可強化產業機能，適時提供就業機會，

發揮工業區成長極效果，為嘉義縣創建一個生活圈內「原

料、支援、研發、培育、量產」一貫的產業環境，讓產

業生根在嘉義、光大在嘉義。 

(三)基地關鍵任務—生態田園式的產業創新基地 

本園區為目前中南部地區可於短時間內提供設廠之

創新基地，將以科技與人文結合綠色生態及田園城市之

概念進行規劃作業，形塑融合經濟、觀光、藝術等機能

之新產業發展用地，為嘉義縣之產業發展提供指標性典

範。對於尋覓擴廠之產業興辦業者，提供產業用地，配

合設置相關研發、育成設施，以導引後續量產及銷售、

服務，構築完整產業群落產生波及效果，推動嘉義地區

傳統製造業轉型為創新研發導向，促成新興公司創設於

嘉義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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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稠後產業園區係早期依「行政院工業區設置方針」

選定台糖馬稠後農場，並依當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報編

為工業區，全案並經 88.12.31 內政部區委會第 74 次大

會原則同意分區變更，本案即依當時核定範圍擬定細部

計畫並辦理開發。現範圍內台糖公司已同意與本府合作

開發，其餘私地則零星散布於區內，為利土地整體利用，

須徵收取得用地。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嘉義縣內編定已開發之工業區包括民雄工業區、頭

橋工業區、朴子工業區、義竹工業區、嘉太工業區、新

港工業區，皆為民國七十年之前早期所開發之綜合性工

業區，其均已完成開發，無可釋出之產業用地。近數幾

年來本縣並無適當之工業用地吸引廠商進駐設廠，導致

二級產業發展遲滯，間接影響三級產業發展之機會，導

致整體產業、經濟與都市發展停滯，形成本縣縣政發展

亟需面對解決之重要課題。爰此，經濟部自民國 88年陸

續同意編定「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與「馬稠後產業園

區」，以解決本縣山區及海線停滯於農業產業所遭遇之

困難，期建構更完整之產業發展架構與創造更優質之產

業發展環境，進而創設一個生活圈內「原料、支援、研

發、培育、量產」一貫的產業環境。 

目前開發中產業園區包括大埔美產業園區及馬稠後

產業園區，其兼負帶動地方產業發展之任務，大埔美精

密機械區第一期(大埔美智慧型工業園區後期 I 區)、大

埔美精密機械園區二期(大埔美智慧型工業園區第一期)

以及馬稠後產業園區一期之產業用地皆已全數處分完

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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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稠後產業園區一期購地廠商共計 28家，於 106年

底全數完成產權移轉。經本府統計建廠進度，截至 109

年 1月本府已核發建築執照廠商共計 26間，其中已有 4

間廠商取得使用執照並完成工廠登記營運中，剩餘 2 間

廠商亦積極辦理申請建照手續中，足見本區產業需求踴

躍。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配置原則以發展願景的規劃理念

為指導原則，參酌相關法令規定，將全區劃設為產業用

地一(供工業生產使用)、產業用地二(供支援產業使

用)、開放空間與公共設施四大使用類別。 

1.產業用地一(供工業生產使用)：延續第一期園區的發

展軸向，全區發展架構依主要道路兩側展開，規劃 30米

寬之道路連通縣 167 作為貨物主要進出動線。南側地區

劃設小型街廓之生產事業用地，未來可供研發或具較低

污染特性之廠商進駐使用。 

2.產業用地二(供支援產業使用)：主要分佈在園區中央

道路兩側之地帶，並結合園區管理機構用地、公園、綠

地等，形成園區特殊的建築景觀節點。 

3.開放空間以南北橫貫區內的中央滯洪池、公園為主

軸，並於邊界臨區外特定農業區處劃設 30 公尺之隔離

綠帶，同時結合園區內規劃之綠地、公園，塑造全區的

生態綠廊，建構為完整的開放空間網路。 

4.公共設施包括園區管理機構用地、停車場、自來水用

地等均配合全區土地使用及設施需求條件，選擇適當地

點劃設。 

5.公共停車場平均分布於計畫區內，於管理服務中心、

產業用地一(供工業生產使用)、產業用地二(供支援產業

使用)等周邊適當地點劃設之，區位分布皆位於 500 公尺

可及性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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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地南側疑似新莊遺址所在地，則規劃為保育區予以

保存。 

各項土地使用別面積分配詳下表: 

 
表 2土地使用計畫表 

使用地 使用計畫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廠房用地 
產業用地一(供工業生

產使用) 
201.52 58.62% 

管理及商

業服務用

地 

 產業用地二(供支援產

業使用)  
11.1 3.23% 

園區管理機構用地 1.96 0.57% 

合計 13.06 3.80% 

公共設施

用地 

公用事業

設施 

自來水給水

設施用地 
2.2 0.64% 

公共設施 

廢水處理設

施用地 
4.41 1.28% 

公共停車場

用地 
5.07 1.47% 

滯洪池用地 20.62 6.00% 

公園 4.71 1.37% 

綠地 51.12 14.87% 

道路 40.54 11.79% 

合計   128.67 37.43% 

保育區     0.53 0.15% 

總計     343.78 100.00%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地籍分劃結果為準 

資料來源:106.11嘉義縣馬稠後後期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公

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本案進行範圍劃定作業時，主要考量原則包括:1.

區位鄰近縣治擴大都市計畫，使足以與新社區發展產生

機能互補，並且預留新社區及工業區未來發展空間。2.

範圍力求完整且以明顯的地理界線為邊界。3.區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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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力求單純。4.儘量減低開發阻力。 

基於上述原則，馬稠後產業園區用地報編乃選定以

台糖公司馬稠後農業用地為主，並經 88.12.31內政部區

委會第 74次大會原則同意本案之設置區位及範圍。 

本案基地面積共計 343.796331公頃，其中私有土地

以台糖公司土地居多，其面積 335.698580公頃，佔總面

積之 97.64%，現已獲台糖公司同意採合作開發方式辦

理；其餘私有土地零星分布，且夾雜於園區範圍內，面

積甚小。本案「後期」範圍與原報編範圍相同、並無新

增，區內土地權屬力求單純，避免採徵收方式取得，在

土地完整性的考量下，僅有零星約 0.087 公頃之私有土

地尚待取得，經評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園區之不可替代性之原因包括： 

1.基地形狀完整、土地權屬相對單純，就產權特性而言

具不可替代性: 

本案基地形狀完整，同時範圍內之馬稠後農場土地

權屬單純多屬台糖公司所有，另周邊並無大型公有土

地，開發爭議相對較小，就產權特性而言具不可替代性。 

2.緊鄰都市計畫、生活機能豐富且交通便捷，就發展產

業園區之區位而言具不可替代性: 

(1)本案屬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且緊鄰都市計畫縣

治發展區、營運條件良好 

本園區已納入本縣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且緊

鄰的縣治都市計畫區、縣治擴大都市計畫區以及高速鐵

路太保車站特定區等，周圍地區都市住宅、商業、休閒、

文教以及醫療等機能皆已循法定都市計畫程序規劃妥

適，並依分期分區展開有序之發展。 

同時，鄰近長庚醫療專區及故宮南院陸續營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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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品質之醫療及文化休閒服務。 

園區開發所需之營運配套需求如居住、生活、商業、

醫療、文教、休閒及交通等機能均可就近提供、營運條

件良好，為發展產業園區之極佳區位。 

(2)位處交通網絡節點、具備人貨運輸優勢 

基地距高鐵嘉義站僅約 8 分鐘、商務洽公近便；同

時基地東側緊鄰東西向快速道路東石嘉義線（台 82

線），至國道 1號 10分鐘、貨物運輸通暢。 

以基地為中心，其周圍旅行時間 20分鐘內即包含所

有內陸運輸（高鐵、高速公路）及國際運輸（布袋商港）

必備之後勤網路，構成有效的複合運輸系統，將來無論

園區人員、技術、貨物以及資訊等之運輸皆可得到最佳

之效率。 

(3)周邊產學研資源豐富、有利帶動產業轉型與升級 

嘉義地區現有嘉義大學、中正大學、南華大學、大

同技術學院、台灣體育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長

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等 7 所大專院校（本產業園區緊鄰

其中 4 所）及經濟部成立的嘉義創新研發中心、中油、

台糖、農試所之技研能量，結合產官學研技術輔導資源，

導入關鍵技術，使本產業園區成為「農業+創新+研發+

量產」的綜合園區，提供在地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基地，

配合導入研發、育成設施，有利構築為涵蓋上、中、下

游之完整產業群落。 

3.馬稠後園區為海線新設產業園區，可做為產業群聚轉

型之核心，具帶動海線產業升級之不可替代性: 

馬稠後產業園區及大埔美產業園區在地理區位上分屬嘉

義縣之海線與山線區域，產業分工上亦有所區隔（如下

圖）。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後預計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帶動人口進駐，可解決海線產業發展遲緩之問題，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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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發展之重要關鍵計畫。 

 

 

 

 

 

 

 

 

 

 (2)馬稠後園區可與周邊園區產生擴大產業關聯效果 

馬稠後園區位於台中精密機械園區－中部科學園區

－雲林科技工業區－台南科技工業區－台南科學園區軸

線之中心區位，且有東西向快速道路東石－嘉義線貫穿

山線與海線雙軸。 

另一方面，朴子、義竹以及嘉太等傳統工業區圍繞

本園區之四週，形成與本園區相輔相成之態勢；而本園

區後期發展用地尚可提供設廠腹地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

化，目前海線地區無其它類似園區，故本園區具有帶動

海線產業升級之不可替代性。 

4.馬稠後園區提供大量二級就業機會，為嘉義新時代之

關鍵計畫、具不可替代性: 

為解決嘉義海線長期發展遲緩的問題，嘉義縣政府

針對海線區域長期投注相關重大建設，同時針對嘉義縣

區域計畫「雙軸三心」中之太保核心，研擬推動相關重

大建設，以提振地區發展動能，均衡區域發展，並帶動

人口成長。包括： 

(1)行政機能的創設：設置新縣治，將行政中心遷移至

此，以宣示區域之重要性，並帶動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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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機能的提供：設置馬稠後產業園區，以提供就業

機會，並深化地區產業及轉型升級，以根留嘉義。 

(3)生活機能的強化：訂定都市計畫如新縣治所在地都市

計畫、擴大縣治都市計畫高速鐵路嘉義太保站及周邊特

定區計畫等，以開闢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如道路、公園、

學校等）並提升生活品質。 

(4)文教機能的提升：鼓勵大專院校的設置，周邊有大同

技術學院、台灣體育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長庚

科技大學嘉義校區等，並可結合經濟部成立的嘉義創新

研發中心、中油、台糖、農試所之技研能量。同時爭取

故宮南院的設置、創造本區觀光人潮與相關商機，並供

縣民優良的文化休憩空間。 

(5)醫療服務機能的提升：將區域級的長庚醫療體系引入

縣治所在地，並設置醫療專區，提供縣民高水準的醫療

服務，減少北上就醫的奔波之苦。 

(6)便捷交通路網的提供：除了高鐵站的設置外，都市計

畫道路的闢設、交流道的設置、省縣道的拓寬改善計畫

及 BRT 公車路網等刻正陸續推動中，未來更規劃配合故

宮新都心，建構電動巴士及輕軌等綠色交通網。 

綜上建設，均是為了均衡海線地區的發展而努力，

縣政府已長期投入大量的建設計畫在行政、生活、教育、

文化、醫療及交通方面，其中馬稠後產業園區可提供大

量就業機會、帶動人口進駐，加速周邊地區的發展，為

「嘉義新時代」之重要關鍵計畫，故本案具備無可替代

性，實有必要開發，以具體落實「在嘉就業、田園城市」

願景。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申請徵收前，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應先

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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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

者，使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本案業於 106年 8月 16 日、108年 10月 15日辦理

協議價購會議，同意協議價購者面積約達本案私有土地

面積 0.43%；另本案私有土地中 97.64%屬台糖公司，已

獲台糖公司同意採合作開發方式辦理。餘未同意者，因

公益需要，始依程序辦理徵收。 

以其他方式取得用地分析概述： 

1.合作開發：本案以合作開發方式取得台糖公司用地係

依據「政府機關與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合作開發

產業園區處理原則」辦理，係由國營事業以提供園區

開發所需之土地及地上物作價，需地機關以提供非屬

國營事業土地與地上物及開發建設費作價，作為合作

開發產業園區總開發成本之計算；園區開發完成後，

國營事業及需地機關按各自投入之作價比例，分回可

租售土地價值。 

除私人土地無法適用本原則外，本案私人土地因面積

狹小、分散於園區各處，倘以本原則精神辦理，作價

分回土地恐成為畸零地。本園區屬大規模工業區開

發，土地形狀需方整以便利用，該等畸零地不符核產

業園區土地利用效益，更造成後續園區私人土地維護

管理不易。此外，本案繼承人並無意願辦理繼承登記，

爰建議仍以徵收方式為宜。 

2.設定地上權、承租：本案剩餘未協議價購土地因所有

權人死亡、土地面積畸零狹小、持分複雜且繼承人眾

多，繼承人無意願辦理繼承登記，不宜以設定地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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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承租方式取得。經與繼承人充分溝通後，同意本府

以徵收方式取得用地。 

3.公私有土地交換：因本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無以

地易地相關規定，本案無法採「以地易地」方式取得

私有土地。 

4.捐贈：私人土地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ㄧ，仍視土

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本府樂觀其成，並願意配

合完成相關手續，惟無所有權人願意捐贈。 

5.協議價購：本案私有土地部份，面積約 1.565 公頃，

其中 1.478 公頃本府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剩餘之私

人土地因面積狹小、持分複雜且繼承人眾多，所有權

人無意願辦理繼承或協議價購，經與土地所有權人充

分溝通後，本府將依「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以

徵收方式取得。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1.明訂閒置土地收回機制以防止土地炒作： 

有關閒置土地收回機制，將透過地政及契約手段限期開

發，以「預告登記」方式載明本園區土地應依預計興工

時間及核定計畫完成使用，限期(3 年)完工營運，未建

廠者，縣府原價無息買回等機制，分下列三個階段嚴格

控管，以避免產業用地炒作養地(買回經費來源將由「嘉

義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項下支應)： 

（1）在「招商審查」階段，於出售管制規定中公告明訂

廠商責任，包括：A、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保證金

沒收，縣府得原價無息買回。B、廠商再移轉土地，

需經本府審查同意。C、甄審委員會嚴審廠商進駐資

格與設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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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土地移轉」階段，透過地政手段限制移轉，包

括：A、標示部登記：限依開發計畫內容作生產事業

用地使用。B、所有權部「預告登記」：限期建廠，

逾期原價無息買回。 

（3）在「設廠進度控制」階段，掌控土地最新使用情形

及開發進度、相關興建及完工時程、取得工廠登記

等全部證照與實際營運時程計畫，包括：A、以大埔

美產業園區為例，頒布實行「嘉義縣大埔美精密機

械園區一期購地廠商申請延長興工期限及變更投資

計畫書執行要點」積極輔導設廠廠商進駐營運，對

於已超過興工期限者，再經縣府審查同意延長興工

期限後繳交建廠保證金作為擔保。逾期未申請者、

未興工完成者、抑或未繳交建廠保證金者，縣府啟

動辦理原價無息買回程序。B、經縣府審查不予同意

延長興工期限者，依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原價無息

買回程序。C、為督促廠商加速建廠，縣府自 103年

起多次以書面督促廠商加速建廠，並透過服務中心

辦理廠商建廠時程座談會。D、尚未取得核准登記或

相關營運證照之園區使用人，自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日起收取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2.提供作為縣境內未登記工廠轉型合法化發展腹地： 

於本府經濟發展處工商科櫃檯設置單一窗口，受理

申辦臨時工廠登記及劃定特定地區申請案件。經收件掛

號後即由專人登錄記簿，送各轄區業務承辦依規定審查

及辦理後續追蹤管控事宜。 

本府對於已列管在案者主動到訪輔導補辦工廠登

記，另對於未列管而有意願參與補辦之臨時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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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任何困難予以提供咨詢必要時由專人前往協助。 

（1）本府截至 105 年底核准公告劃定特定區內 3家廠商

通過第一段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2）本縣內公告劃定 5區特定地區之臨時工廠申請，辦

理臨登二階補正計有 2 家，其餘 3 家為臨登一階補

正中，現已有 1家取得臨時工廠登記。 

（3）劃定特定地區區內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規劃及違規查

察情形：縣內 5 處劃定特區實施現況查核，尚無發

現有擅自擴建或增建等違規情事。 

（4）輔導未登記工廠進駐開發園區：105 年度輔導未登

記工廠，已有 7 家縣內未登記工廠進駐大埔美產業

園區購地建廠，14家未登記工廠進駐馬稠後產業園

區；未來本園區開發後，亦可提供作為未登記工廠

轉型發展腹地。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一）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園區臨縣道 167 旁有 1處住戶，戶內人口計 5人，

其中 50～60 歲有 2人，20～30歲有 3人。園區開發後預

估引進 2萬名直接就業人口。 

經查該戶非屬低收入戶，經本府探訪該戶屋主表示

將於徵收後搬至與子女同住，故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34-1

條規定須擬定安置計畫情形。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1)帶動地區發展與繁榮： 

園區設置產業用地，藉由產業投入、預計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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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名直接就業人口與衍生之就業機會、將使所得

增加、政府稅收充實等效應，可間接帶動及活絡嘉義

地區之整體經濟發展與繁榮。另本園區周邊地區之使

用現況以農地使用為主，在園區周界與區外之間，已

劃設至少 30 公尺寬之隔離綠帶，加上園區道路及廠

房之退縮建築，未來廠區內之產業活動不致影響區外

既有之活動與寧靜。 

(2)對地區交通之影響： 

估計未來馬稠後產業園區後期開發將衍生 4,405

輛小客車，6,423 輛機車，137 輛公車與 208 輛計程

車，合計 8,167PCU 之交通量，加計一期開發衍生

886PCU，全期開發共衍生 9,053PCU 之交通量，預測

本計畫區衍生尖峰小時交通量為 5,432PCU/小時。前

述推估所得之衍生交通量指派至相關道路，路段服務

水準除嘉 45 外，均為 B 級以上；路口平均延滯時間

將有顯著增加，嘉 45／祥和交流道路口因車流匯集，

服務水準將由 A 級降至 D 級。其中嘉 45 線自 167 縣

道延伸至台 19 線及 167 縣道鹿草至朴子路段，將配

合本工業區之開發辦理新闢及拓寬，已舒緩對周邊交

通之影響。 

(3)提供開放性公共設施用地： 

本工業區內規劃有 120餘公頃之公共設施用地，

包括公園、綠地、停車場、滯洪池等，開發完成後可

供周圍社區居民使用。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園區範圍除為台糖農場並無住宅社區，亦無弱勢

族群。本園區開發後除可帶來就業人口、增進所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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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土地價值、振興經濟外，本園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達 128.87公頃，其中公園、綠地、道路、公共停車

場面積佔 101.94公頃。對提升該地區現有公共設施服務

水準有一定程度之助益。 

經查範圍內迄今尚未有土地徵收條例第 34-1條規定

情形，故無須擬定安置計畫。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1)本計畫之「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第 2次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業經行政院環保署 105 年 4月

21 日環署綜字第 1050028407 號函予以備查，針對本

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如空氣品質、噪音、

震動等，需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擬具環境影響

減輕對策、污染防治對策及環境監測計畫等，未來將

依環評審查結論辦理，亦將要求進駐廠商設置相關防

制設備，以保障園區附近地區居民健康。另依據「健

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十二點規定之「無關聯」認

定原則，本計畫引進產業非屬於「營運階段可能釋放

危害性化學物質之類別」，因此無須進行健康風險評

估。 

(2)在空污部分，本計畫引進產業規劃將依循「三低一高」

原則，以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及高產值之產業，

發展本園區，同時排除化學材料製造業，按產業類別

之特性，無開放性粉塵原物料或產品之操作與堆置行

為。此外本園區設三級處理之廢水處理設施，周界並

劃設 30-100 公尺的隔離綠帶，以減輕對地區之影響。

依據第一次環評變更內容摘述，第一期於平常日尖峰

小時，交通運輸車輛產生之廢氣濃度符合「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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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影響輕微，全區影響可以由面積比例加以推

估，結果詳如下表。 

汙染物
地點 

馬稠後社區 嘉義縣政府 新庄社區 空氣

品質

標準 
背景 模擬 總和 背景 模擬 總和 背景 模擬 總和 

SO2 

(ppb) 

日平均值 1 1.4 2.4 2 2.4 4.4 1 1.4 2.4 100 

最大小時平均值 2 2.4 4.4 4 4.8 8.8 3 3.8 6.8 250 

NO2 

(ppb) 

日平均值 13 20.2 33.2 18 27.7 45.7 15 23.3 38.3 -- 

最大小時平均值 17 26.3 43.3 25 38.6 63.6 25 38.6 63.6 250 

CO 

(ppm) 

最大8小時平均值 0.4 0.7 1.1 0.7 1.4 2.1 0.5 1.0 1.5 9 

最大小時平均值 0.5 1 1.5 0.8 1.4 2.2 0.6 1.0 1.6 35 

PM10 

(ug/m3) 

日平均值或 24小

時值 
51 43.8 94.8 59 50.6 109.6  65 55.7 120.7 125 

註:全區計畫範圍模擬結果係第一次變更後之全期產業面積與第一期計畫產業面積比例(即 3.42倍)，乘上第

一期計畫範圍之模擬結果推估而得 

資料來源:106.11嘉義縣馬稠後後期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3)設置專用污水處理廠：本園區北側規劃一處污水處理

廠用地，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廢污水，將循專管收集至

污水處理廠，經三級處理達排放標準後再排入荷包嶼

大排。 

(4)廢棄物委託合格機構處理：本園區營運期間產生之一

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將委由合格之資源回收處理

業者或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代為處理之。目前已取得

東太實業公司等 3家廠商同意處理本工業區所產生之

一般事業廢棄物。 

(5)農業灌排之維持：為因應計畫區開發後之灌排水路功

能維持，避免影響農業生產，本基地周圍均已設置綠

帶供改道使用，相關改道並以不改變原有排水分區及

維持原有灌排水路功能為原則，並經臺灣嘉義農田水

利會朴子區管理處 102.1.17 朴管理字第 10227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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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不影響原有農田專屬灌排水功能。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相關稅收影響包括： 

(1)營利事業所得稅：本園區目標年估計每年約可產生

800 億元之產值，若以純益率 10%、營利事業所得稅

率 17%計算，則政府每年增加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估

計約達 13.6 億元。 

(2)個人綜合所得稅：民國 101 年嘉義縣平均每戶所得約

880,625元，以同年嘉義縣平均每戶就業人數為 1.29

人/戶計算，則嘉義縣民國 101 年平均每就業人口之

個人所得約為 68.26 萬元。本園區之直接就業員工數

為 20,000人，若以 1.0%通貨膨脹率換算，則民國 110

年總所得為 74.6 萬元，以最低稅率 5%計，每年政府

將可增加 7.46億元之個人綜合所得稅額。 

(3)營業稅：本園區逾目標年產值約為 800億元，若以 5%

稅率計算，則政府每年增加之營業稅收入約 40億元。 

(4)其他稅收：本園區開發後將增加房屋稅、地價稅、土

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關稅、貨物稅等稅收。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依據農委會提供「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涉及農地

議題之處理意見（103.9.12）資料顯示，全國農地面積

86.53萬公頃，需控管之農地面積約 78.78 公頃；其中嘉

義縣農地面積 7.76 萬公頃，需控管之農地面積約 7.12

萬公頃。 

本計畫區業於民國 89年公告編定為工業區，非屬需

保護的農地，本案並業獲嘉義縣政府 102 年 1月 25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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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務字第 1020016992號書函同意農業用地變更在案。 

本園區徵收土地皆屬零星散佈於計畫區內之私有土

地，僅種植少量果樹及喬木類植物，故本次徵收並不會

對糧食安全造成影響。 

另區內之台糖農場，其主要種植作物為甘蔗，依 104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資料，推算本園區徵

收其農場之總產量最大每年約 2.36 萬噸，佔國內總產量

(100年農業統計年報、65.40萬噸)之 3.5%。 

另自 1991年加入 WTO開放蔗糖進口以來，台灣製糖

業因成本偏高已逐漸式微，目前 85%以上的糖係由國外進

口，生產甘蔗之農地多屬旱田，尚需利用輪作與農民合

營其他短期作物，以增加營收及改良土質。同時台糖公

司因應國際市場及組織變革，已發展海外糖業，故本案

開發對糧食安全影響甚輕。 

而本案亦設置有專用三級處理之污水處理廠，需達

環保規定之排放標準；同時亦維持周邊農業灌排水路功

能，並經臺灣嘉義農田水利會朴子區管理處確認，已儘

量減輕對農業之影響。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1)對既有就業人口之影響： 

本園區徵收土地皆屬零星散佈於計畫區內之私有土

地，無就業或轉業人口之疑慮。 

而本園區內台糖馬稠後農場之就業人數約為 30 餘

人，經詢台糖砂糖事業部善化糖場，台糖馬稠後農場每

年依政府採購法辦理「自營農場田間勞務作業」招標作

業，委託民間企業協助辦理甘蔗種植、田間管理、人工

灌溉排水等作業。因得標廠商不同，派遣至台糖農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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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工每年也有所差異；經詢問廠商表示，農場一年工

期僅約 3、4個月，作業人員一般多非以此為唯一本業、

且人員異動大，因附近尚有南靖及鹿草農場，此類臨時

工仍可派遣至附近農場協助，不致產生失業問題。 

惟本園區未來興建期間或營運期間(例如成立管理

中心)如需要非專業性勞工，將優先錄用台糖農場目前之

勞務工及附近聚落之居民，以保障當地居民之工作權，

本府並將「成立單一窗口」，並與未來廠協會合作，協

助承租戶轉職。 

(2)新增就業人口估算： 

本案產業人口之推估，係以各產業類別之預計使用

面積乘上其就業密度得之。 

A.在綠能及電子產業部份，因屬高科技產業，故本計畫

參考中科與南科園區之每公頃就業員工密度(105年 12

月底中科平均每公頃就業員工 98人，南科平均每公頃

就業員工 135人)，將就業密度訂為 90人/公頃。 

B.在精密機械及升級傳產部份，則參考工業區開發管理

105年度年報，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機械設備製造等業別之南部區域平均就業密度為

113 人/公頃，故本計畫推估升級傳統及精密機械就業

密度為每公頃 100 人。 

C.在產業用地二部份，本計畫參考工業區開發管理 105

年度年報零售業及服務業之南部區域平均就業密度數

值，將產業用地二就業密度訂為每公頃 70人。 

D.經上述就業密度設定後，本計畫推估園區開發後之就

業人口約為 20,000 人，其推估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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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馬稠後後期園區就業人口估算 
  

引進產業類別 面積(ha) 
就業密度(人

/ha) 
人口(人) 

綠能產業 60 90 5400 

電子產業 30 90 2700 

精密機械業 30 100 3000 

升級傳統產業 81.39 100 8139 

產業用地二 11.03 70 772 

直接就業員工小計 - - 
20,011≒

20,000 

資料來源:106.11 嘉義縣馬稠後後期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 

(1)本工程範圍擬徵收土地涵蓋本縣朴子市新庄段新庄

小段 1-2 地號等 9 筆私有土地，合計面積 0.087355

公頃，總徵收費用計新台幣 1,540,010 元(含土地及土

地改良物)。本案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定，業經本

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8 年第 3 次會議評定

通過，徵收補償地價：1,200元/M
2
。估價基準日為 108

年 9月 1日。。 

(2)本園區之用地徵收費用擬由「嘉義縣產業園區開發管

理基金-什項資產-暫付及待結轉帳項-暫付及待結轉

帳項」科目支應，共計 2,082,334 元，故徵收補償費

來源無虞。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1)範圍內無漁、牧產業，對漁、牧產業無直接影響。 

(2)計畫範圍內無平地造林計畫，對林業無直接影響。 

(3)本園區徵收土地皆屬零星散佈於計畫區內之私有土

地，僅種植小量農作物，對農業並無影響。 

(4)另本園區土地係以台糖農場為主，主要為種植甘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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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依 104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資料，

推算本園區總產量最大每年約 2.36 萬噸，佔國內蔗

糖總產量(100 年農業統計年報、65.40 萬噸)之 3.5%。

為減輕對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本案將設置污水

處理廠並納入專管排放至荷苞嶼大排，同時原本流經

區內之農業灌排水路，亦會配合改道保持其功能，並

已與農田水利會取得共識，故本案開發不會影響周邊

既有農業灌排系統;另本案開發期間之施工機具、車

輛與人員進出，亦將擬具相關環境影響減輕對策、污

染防治對策及環境監測計畫等，以將相關影響減至最

低。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1)本計畫範圍之圈劃，主要係以台糖馬稠後農場為界

線，再配合如道路、灌排水路等為界，除少部分水利

用地以及交通用地因屬狹長型有部份使用外，其餘均

以整筆土地使用為原則，不會造成土地畸零的問題。 

(2)有關園區內部配置的合理完整性，本計畫已依相關法

令規定，將全區劃設為產業用地一(供工業生產使

用)、產業用地二(供支援產業使用)、開放空間與公

共設施四大使用類別，土地使用規劃時並已考量地

形、環境、交通、綠化、滯洪、產業需求等條件，其

配置原則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定

案，其內部配置已臻合理完整。 

(3)本園區徵收土地皆屬零星散佈於計畫區內之私有土

地，如以現況保留，則園區尚需考量留設隔離綠帶及

進出道路等，對園區總體規劃之影響極大同時亦造成

土地無法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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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計畫區景觀主體為蔗田景觀，園區開發後將造成原

有農村自然風貌改變為城鎮風貌，惟本計畫整體景觀計

畫仍將配合當地鄉村景觀風貌，致力保存生物資源、保

全自然地景及維護舒適環境三大目標，故於園區街廓劃

設盡量保持原有地景紋理、且於主要道路兩側劃設綠帶

空間、同時於周邊劃設 30-100 公尺的綠帶，並結合區內

的藍帶及綠帶系統，串連保護生態環境，期使成為能突

顯出自然生態特色與自在平實印象的產業園區。具體作

法如下圖所示，包括： 

（1）實踐完整水與綠景觀生態基盤 

本計畫景觀計畫理念以「田園城市」理念出發，延續既

有區域景觀型態，連貫基地周界隔離綠帶、公園綠地與

滯洪池，使基地未來能與區域景觀意象、生態紋理相結

合，建構完整的綠色網絡，形成產業與生態並重之新型

園區。 

 

 

 

 

 

 

 

 

（2）景觀空間架構 

依計畫區土地使用，藉由綠帶系統、藍帶生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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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等構築計畫區景觀空間，透過相互間之縫合、串連、

互補，以活化產業生活脈絡，朝向優質產業生活空間發

展。 

（3）公園綠地 

中心園區公園區為主，規劃豐富的水與綠景觀，形成寬

廣開闊景觀意象。景觀計畫以自然和生態為設計核心，

運用最接近自然的處理手法，遠望展現在眼前的是乾

淨、舒緩的草地。 

其他綠地開放空間，以遍植當地適生樹種及多樣的蜜源

植物手法，局部草地以天然石塊堆疊增加野趣，並提供

生物棲身處所。 

（4）道路綠軸 

主要道路規劃將以植栽寧適意象之綠軸方式呈現，形塑

通勤、生產之綠色廊道。 

（5）隔離綠帶 

計畫區於周界留設 30 米以上寬綠帶，未來配合景觀 

與植栽設計，減輕園區建築量體與設施之視覺影響，並

有效達到淨化及保護環境的功能。 

（6）廠區指定退縮帶 

為舖陳出綠意盎然的綠廊空間，廠房區有退縮規定，其

退縮部分規定植栽植密度，以有效阻隔污染源，加強區

內生態廊道串連，提昇整體景觀綠化效果。 

（7）滯洪池 

順應地形、地貌，建構一個水域自然生態環境，提供鳥

類、昆蟲、植物的良好棲息地，以自然工法設計景觀，

落實具生態特性之水岸景區配置。 

（8）植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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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植栽計畫採環境永續導向為主要原則，配合景觀

分區主題營造多樣化植栽趣味，達到環境塑造、框景及

美化機能。此外以複層式設計為原則，生態綠化植栽之

選種，將以現地踏勘結果並參考地方植栽文獻，選用符

合環境生態之綠化植物。綠帶以「生態綠化」方式採原

生植物栽植外來馴化種植物為輔。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105 年 4 月 21 日環署綜字第

1050028407 號函，本計畫之「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

發計畫第 2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已予備查。。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經清查本計畫範圍西南角處有一新莊遺址，惟其未

達國定、直轄市定及縣市定的公告標準，本計畫已將其

所處區域規劃為保育區，後續須依文資法第 37條規定列

冊追蹤，並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5及第 7條規定辦理。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園區徵收土地皆屬零星散佈於計畫區內之私有土

地，原本即無種植農作物，故徵收後亦不致導致生活條

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而本園區開發後，除可帶來就業人口、增進所得、

提高土地價值、振興經濟、亦可連帶新增公共服務設施

(區內新設公共設施及聯外交通設施改善)，改善周邊生

活條件。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依據本計畫生態環境查結果，本園區於陸域動物生

態組成主要以平原農耕地區常見物種為多，保育等級則

觀察到黑翅鳶、紅隼、紅尾伯勞及燕鴴等，其中紅隼、

紅尾伯勞及燕鴴皆屬候鳥，活動於基地內外之開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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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而受本案開發影響較大者為基地外附近的黑翅鳶，

主要為減少其食物來源，故本案未來將於基地周邊設置

緩衝綠帶以及規劃連續性之綠帶系統，提供多樣化生物

環境，以減少對於黑翅鳶之影響，同時針對黑翅鳶已擬

定相關保護對策，並列入環評承諾事項。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105 年 4 月 21 日環署綜字第

1050028407 號函，本計畫之「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

發計畫第 2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已予備查。。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1)本園區開闢後，將提供公共設施及 2 萬個就業機會，

對周邊生活條件、居民就業機會將有所改善。且本園

區緊鄰的縣治都市計畫區、縣治擴大都市計畫區以及

高速鐵路太保車站特定區等，周圍住宅、商業、休閒、

文教以及醫療等配套設施皆已陸續到位，產業園區開

闢後，其衍生的居住需求及商業發展將日益熱絡，可

帶動地區產業積極轉型並提升本縣之整體發展。 

(2)本園區規劃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腹地之一，一方面作

為科學園區上中下游產業發展之支援基地，一方面作

為在地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基地，以量產為主，帶動

鄰近鄉鎮市的相關產業來形成一產業聚落，遠期將於

聚落形成後，配合導入研發、育成設施，構築為涵蓋

上、中、下游之完整產業群落。並推動嘉義地區傳統

製造業轉型為創新研發導向，促成新興公司創設於嘉

義之終極目標，對社會整體經濟將有良好貢獻。 

(3)除可創造產業聚落外，並吸引青年在嘉就業，滿足鄉

親長輩殷殷期盼年輕人返鄉陪伴三代同堂的願望，改

善全國最高之高齡化人口結構，並促進區域均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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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4)綜上，園區開發後將可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形成產業

聚落、提供就業機會、增加政府稅收，且工業區所衍

生之服務需求，如餐飲、零售、金融等，亦將帶動周

邊經濟繁榮，對於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應可產生正面

效應。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依據「永續發展政策綱領(草案)」綱領分為永續的

環境、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執行的機制等四項「政

策領域」、二十二項政策議題。本園區將分別就有關的

部分評估說明： 

(1)「永續的環境」：本案園區位置並未位處重大環境敏

感地區，並依規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後續依核定之

「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第 2次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依審查結論辦理相關環境管理；水資

源則依水利署審查通過之用水計畫書執行，故本案開

發並未與永續環境有所違背。 

(2)「永續的社會」：本案將依環評審查結論辦理，可有

效縮減對人民健康之影響；另開發後除可帶來就業人

口外，亦於園區內規劃有公園綠地、停車場等公共設

施用地，可提升現有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另有關區內

新莊遺址則將依文資法第 37 條規定列冊追蹤，並依

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5及第 7條規定辦理；同時園區

亦擬定有防災計畫並劃定相關避難空間，屆時可提供

做為周邊居民使用。 

(3)「永續的經濟」：本案引進產業係以引進綠能(中下



 28 

游)、精密機械、電子產業以及升級之傳統傳業為主，

期望串聯中南部科技走廊，與永續經濟目標相符。 

2.永續指標 

本園區開發有助於整體環境條件之提升，並對於社

會、經濟之永續均有所助益，符合國家永續發展之政策

及永續指標。 

3.國土計畫 

（1）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行政院 99年 2月 22日院臺建字第 0990002926號函

核定「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該計畫以永續與調適、

公平與均衡、效率與效能、多元與合作等國土發展核心

價值，提出國土空間發展之總目標為：「塑造創新環境，

建構永續社會」，並創造臺灣成為「安全自然生態」、

「優質生活健康」、「知識經濟運籌」、「節能減碳省

水」之國土發展新願景；並針對國土保育與永續資源管

理、創新與產業經濟發展、城鄉永續發展、綠色與智慧

化運輸等面向分別提出政策；其中，本產業圈符合「創

新與產業經濟發展」面向下之「建立區域創新系統」、

規劃推動「產業創新走廊」等政策，期以區域優勢產業

為基礎，並考量未來驅動國家發展之新興策略性產業之

發展需要，強化或建構相關產業群聚；建立區域創新系

統，強化產學研交流合作機制，帶動產品及服務創新加

值；並以規劃推動「產業創新走廊」研發與技術人才為

核心的研發與創新產業等。 

國土計畫法於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嘉義縣政府已

將馬稠後劃入「設施型使用分區」，後續將依相關規定

辦理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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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發展綱領 

行政院 100 年 5 月 9 日院臺經字第 1000022861A 號

函核定「產業發展綱領」，該綱領以「提升國際經貿地

位」、「轉型多元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等為 3大願景，定位國內農業、工業與服務業未來 10年

發展方向。嘉義縣在該綱領指導下，致力「改善產業環

境、提升產業競爭力」，兼顧平衡發展原則、多元創新

原則、創造就業原則及考量節能減碳與環境保護工作，

故本縣產業園區的規劃可有效落實「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及「轉型多元產業結構」的政策願景，包括： 

■在區位條件方面，著重海線（馬稠後）與山線（大埔

美）均衡發展及帶動周邊的發展； 

■在實質規劃內容方面，增加綠帶寬度並重視環境保護； 

■在產業引進部分，除考量地區產業特色外，並朝「低

污染、低耗能、低耗水及高產值」之「三低一高」原

則，同時重視人力資源與就業創造。 

（3）全國區域計畫 

按內政部 102 年 10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0668

號公告之全國區域計畫，其發展目標五為「整合產業發

展需求，提升產業發展競爭力」，其中相關區位之劃設，

應考量重要交通運輸網絡之可及性、地區既有產業發展

基礎或產業聚落潛能，以及大專院校或研發機構相關產

學資源，讓產業發展能量透過交通運輸流動及既有產學

網絡，達到厚實經濟基礎及向外擴張影響力。本產業園

區鄰近高速公路及嘉義高鐵站交通方便，同時周邊現有

大同技術學院、台灣體育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等大專院校及經濟部成立的嘉義

創新研發中心、中油、台糖、農試所之技研能量，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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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研技術輔導資源，符合全國區域計畫指導之劃設

精神。 

（4）嘉義縣區域計畫 

嘉義縣政府原已辦理嘉義縣區域計畫相關規劃內

容，惟國土計畫法於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後，後續將依

相關規定辦理，摘述原嘉義縣區域計畫相關內容如后。 

依據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原則，嘉義縣政府已將「設

施型使用分區」之區位，明確納入嘉義縣區域計畫中，

以進行規劃控管，其中馬稠後產業園區即屬「設施型使

用分區」；此外，為了整體海岸環境的保育，取消「布

袋智慧型工業區」，將東石、布袋、義竹等海線鄉鎮之

濕地及海岸納入「資源型使用分區」，以利資源永續保

育、因應氣候變遷與國土防災。同時對於農地資源，亦

依據農委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結果，強化優良農田的保

護。 

在嘉義縣區域計畫中，嘉義縣境空間規劃將呈「雙

軸三心」之發展模式，其中雙十字軸主要為「生活生產

軸」及「保育觀光軸」，三個主要核心包括太保、中埔、

及民雄。 

在空間定位上，馬稠後產業園區，為太保之產業支

援腹地，藉由園區提供就業機會，而由縣治地區及長庚

醫療專區、高鐵特定區等提供居住、商業、就學、醫療、

交通等機能，彼此相輔相成發展，形成一具備完整都市

功能之發展核心。同時在引入「三低一高」產業的原則

下，兼顧環境與優良農地保護，以馬稠後提供就業機會

的動能，並藉由產業園區開發帶動周邊的發展，落實以

「在嘉就業、田園城市」為目標，以滿足鄉親三代同堂、

含飴弄孫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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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

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1)本園區開發後每年至少創造 800 億元之營業額，增加

政府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等稅收。對活化經濟活

動、生活水準上昇及公共設施服務有絕對正面影響。 

(2)本案開闢後，將提供公共設施及 2萬個就業機會，對

周邊生活條件將有所改善。同時本案提供產業用地，

可供設置相關研發、育成基地，以導引後續量產及銷

售、服務，構築完整產業群落產生波及效果，推動嘉

義地區傳統製造業轉型為創新研發導向，促成新興公

司創設於嘉義之終極目標，對社會整體經濟將有良好

貢獻。 

(3)本計畫對於帶動地區發展、增進就業機會、增加政府

稅收均有助益，符合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4)本園區設有閒置土地收回機制，將透過地政及契約手

段限期開發，以「預告登記」方式載明本園區土地應

依預計興工時間及核定計畫完成使用，限期(3 年)完

工營運，未建廠者，縣府原價無息買回等機制，分階

段嚴格控管，以避免產業用地炒作養地，提升園區開

發之公益性。 

2.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嘉義縣內編定已開發之工業區包括民雄工業區、頭

橋工業區、朴子工業區、義竹工業區、嘉太工業區、新

港工業區，皆為民國七十年之前早期所開發之綜合性工

業區，其均已完成開發，無可釋出之產業用地。近數幾

年來本縣並無適當之工業用地吸引廠商進駐設廠，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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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產業發展遲滯，間接影響三級產業發展之機會，導

致整體產業、經濟與都市發展停滯，形成本縣縣政發展

亟需面對解決之重要課題。爰此，經濟部自民國 88年陸

續同意編定「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與「馬稠後產業園

區」，以解決本縣山區及海線停滯於農業產業所遭遇之

困難，期建構更完整之產業發展架構與創造更優質之產

業發展環境，進而創設一個生活圈內「原料、支援、研

發、培育、量產」一貫的產業環境。 

目前開發中產業園區包括大埔美產業園區及馬稠後

產業園區，其兼負帶動地方產業發展之任務，大埔美精

密機械區第一期(大埔美智慧型工業園區後期 I 區)、大

埔美精密機械園區二期(大埔美智慧型工業園區第一期)

以及馬稠後產業園區一期之產業用地皆已全數處分完

竣。 

馬稠後產業園區一期購地廠商共計 28家，於 106年

底全數完成產權移轉。經本府統計建廠進度，截至 109

年 1月本府已核發建築執照廠商共計 26間，其中已有 4

間廠商取得使用執照並完成工廠登記營運中，剩餘 2 間

廠商亦積極辦理申請建照手續中，足見本區產業需求踴

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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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嘉義縣已開發工業區概況表 

工業區 
總面積

(公頃) 

可租售

面積(公

頃) 

已租售

面積(公

頃) 

租售率 
現有廠商

數(家) 
開發時間 類型 

民雄 244 176 176 100% 225 67~69年 

綜合性工

業區 

頭橋 87 77 77 100% 86 61~62年 

朴子 22 16 16 100% 46 68~70年 

義竹 16 13 13 100% 23 62~63年 

嘉太 59 51 51 100% 86 63~64年 

新港 188 143 143 100% 4 75~81年 

小計 616 476 476 100% 470 - - 

資料來源:107.1 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計畫變更暨後期開發細部計畫書 

 

表 2 嘉義縣開發中工業區概況表     

工業區名稱 總面積 
產業用地-面

積 
已租售土地 購地廠商數 租售率 備註 

大埔美一期

(精密機械二

期) 

87 49.67 49.99 40 100% 
產一用地已

100%銷售 

大埔美後期 I

區(精密機械

一期) 

297 184.59 184.59 89 100% 
產一用地已

100%銷售 

馬稠後第一期 86 59.03 - 28 100% 
產一用地已

100%銷售 

馬稠後後期 344 201.52 - - - 開計審查中 

資料來源:107.1 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計畫變更暨後期開發細部計畫書 

 

本案馬稠後產業園區設置之必要性如下所列: 

(一)人口老化、外移－海線地區最嚴重 

近十年嘉義縣平均人口為負成長，且人口老化指數

位居全台之冠，人口老化程度尤以嘉義縣海線地區的更

為嚴重。此種人口老化及外移現象，造成鄉親長輩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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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陪伴、亦無適當的就業機會可以留住嘉義青年、整

體家庭收支指標呈落後狀況。 

(二)嘉義縣海線地區工業區少－就業機會有限 

嘉義海線地區既有已開闢之 2處產業園區，僅有 29

公頃用地可供設廠，且皆已飽和，形成無地可用之窘境，

致海線地區未登記工廠已逾 40公頃，除了行政院環保署

要求本縣協助將符合園區招商資格之違章工廠商（初步

統計約 42公頃）遷入園區以降低對環境之污染外，在無

合適的產業用地之情形下，導致本縣二、三級產業發展

停滯，在就業機會有限的狀態下，年輕人只好遠赴外地

發展，無法在家鄉兼顧工作與生活。 

(三)嘉義新都心－配套建設完成、亟待落實產業開發 

為解決嘉義海線長期發展遲緩的問題，縣政府已針

對區域計畫「雙軸三心」中之太保核心研擬推動相關重

大建設，以提振地區發展動能，均衡區域發展，並帶動

人口成長。包括： 

1.行政機能的創設：設置新縣治，將行政中心遷移至此，

以宣示區域之重要性，並帶動地區發展。 

2.就業機能的提供：設置馬稠後產業園區，以提供就業

機會，並深化地區產業及轉型升級，以根留嘉義。 

3.生活機能的強化：訂定都市計畫如新縣治所在地都市

計畫、擴大縣治都市計畫、高速鐵路嘉義太保站及周邊

特定區計畫等，以開闢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如道路、公

園、學校等）並提升生活品質。 

4.文教機能的提升：鼓勵大專院校的設置，周邊有大同

技術學院、台灣體育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長庚

科技大學嘉義校區等，並可結合經濟部成立的嘉義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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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中油、台糖、農試所之技研能量。同時爭取

故宮南院的設置、創造本區觀光人潮與相關商機，並供

縣民優良的文化休憩空間。 

5.醫療服務機能的提升：將區域級的長庚醫療體系引入

縣治所在地，並設置醫療專區，提供縣民高水準的醫療

服務，減少北上就醫的奔波之苦。 

6.便捷交通路網的提供：除了高鐵站的設置外，都市計

畫道路的闢設、交流道的設置、省縣道的拓寬改善計畫

及 BRT 公車路網等刻正陸續推動中，未來更規劃配合故

宮新都心，建構電動巴士及輕軌等綠色交通網。 

綜上建設，均是為了均衡海線地區的發展而努力，

縣政府已長期投入大量的建設計畫在行政、生活、教育、

文化、醫療及交通方面，其中馬稠後產業園區可提供大

量就業機會、帶動人口進駐，為「嘉義新都心」之重要

關鍵計畫，實有必要開發，以具體落實「在嘉就業、田

園城市」願景。 

(四)市場潛在需求 

經統計至 105 年底，願意至馬稠後設廠並提供意向

書的廠商約 278 家，設廠用地需求約 419 公頃，扣除重

複申請廠商 13 家、面積 15 公頃後，馬稠後及大埔美廠

商需求面積各達 404 公頃、165 公頃，遠大於目前規劃

可租售面積（馬稠後一、二期約 260公頃及大埔美約 50

公頃），廠商需求殷切，為利商機拓展，實有必要循序

開發本縣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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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 廠商需求調查表 

  

園區別 

提供意向

書廠商家

數(家) 

廠商需地

面積(公

頃) 

規劃產業用地-

面積(公頃) 

提供意向書廠商產業

分類 

馬稠後產

業園區 
278 419 

一期 

59.03 

後期 201.52 

小計 260.55 

生醫精農:47公頃 

運動休閒器材:8公頃 

環保能源科技:8公頃 

文化數位科技:7公頃 

精機:32公頃 

面板:42公頃 

升級傳統:275公頃 

大埔美產

業園區

(第一期

開發區) 

128 180 49.67 

精機:69公頃 

金屬:37公頃 

食品:39公頃 

其他:35公頃 

註:經檢核重複登記馬稠後及大埔美廠商計 13家、面積約 15公頃 

資料來源:106.11 嘉義縣馬稠後後期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3.興辦事業計畫之適當與合理性 

(1)本園區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規定報編為工業區，並

經經濟部於 89 年同意編定為工業區，並由嘉義縣政

府於 89年 4月 10日完成公告在案，本案即依當時核

定範圍辦理，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2)為解決嘉義海線發展遲緩的問題，縣政府針對海線區

域長期投注相關重大建設，以提振地區發展動能，均

衡區域發展，包括將行政中心遷移至太保，其中馬稠

後產業園區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帶動人口進駐，加

速周邊地區的發展，為「嘉義新都心」之重要關鍵計

畫，故本案在區位選擇上具備無可替代性。 

(3)本計畫希望藉由提供產業用地，以達成青年「在嘉就

業」的目標。因此，期望吸引「三低一高」的產業引

入，進而鞏固產業根留嘉義、以扭轉老化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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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窮縣宿命。 

(4)與台糖公司採合作開發方式取得土地，避免大規模之

土地徵收。 

(5)本園區設有閒置土地收回機制，未建廠者，縣府原價

無息買回等機制，以避免產業用地炒作養地，使產業

用地符合原規劃目標、儘早引進就業人口。 

4.興辦事業計畫之合法性 

本道路之私有土地取得作業，係依據下列規定辦

理，具備興辦事業之合法性： 

(1)產業創新條例第 42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用私有土地

時，得徵收之。 

(2)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10 款：國家因公益需要，興

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十、其他

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六、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用地範圍內之現況多以農地及雜林木為主、部分既有道路、

部分灌溉排水設施及水圳使用，詳如現況照片。徵收工程用

地範圍內有私有既成道路，均已列入徵收。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一）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二）部分土地改良物為非合法建築屬土地徵收條例第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情形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不一併徵收。 

八、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有，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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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本案基地周邊地區多為農田及漁塭，東南側有嘉義監獄及嘉

義公墓，南鄰新庄及港子墘社區，西側有大館聚落，北側為

荷苞嶼大排。 

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

現狀及維護措施 

經清查本計畫範圍西南角處有一新莊遺址，惟其未達國定、

直轄市定及縣市定的公告標準，本計畫已將其所處區域規劃

為保育區，後續須依文資法第 37條規定列冊追蹤，並依遺址

監管保護辦法第 5及第 7條規定辦理。 

十一、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

出席紀錄 

（一）本案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開發計畫變更暨後期開發細

部計畫依土地徵收條例、同條例施行細則及申請徵收前

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

業要點規定舉行公聽會。 

（二）業於 105年 12月 29日、106年 4月 6日將舉辦第一場、

第二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

在地之公共地方、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朴子市公所、嘉

義縣鹿草鄉公所、朴子市新庄里里辦公處、朴子市南竹

里里辦公處、朴子市佳禾里里辦公處、朴子市竹圍里里

辦公處、朴子市內厝里里辦公處、朴子市大鄉里里辦公

處、鹿草鄉豐稠村村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里住戶之適

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以郵寄通知有關

之土地所有權人，並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106 年 4 月

10 日刊登在自由時報，及於 106 年 1 月 3 日、10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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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張貼於嘉義縣政府網站，並於 106 年 1 月 9 日、

106年 4月 24日舉行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刊登新聞

紙及張貼於本府網站公告等文件影本。 

（三）公聽會上業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

性及合法性，並已拍照存檔。本案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

地，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載明事

項，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說

明。 

（四）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6 年 3

月 6日、106年 5月 10日、106年 6月 12日將第一場公

聽會會議紀錄、第二場公聽會會議紀錄、更正後之第二

場公聽會會議紀錄(更正公聽會說明資料有關台糖公司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之敘述)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

之公共地方、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朴子市公所、嘉義縣

鹿草鄉公所、朴子市新庄里里辦公處、朴子市南竹里里

辦公處、朴子市佳禾里里辦公處、朴子市竹圍里里辦公

處、朴子市內厝里里辦公處、朴子市大鄉里里辦公處、

鹿草鄉豐稠村村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里住戶之適當公

共位置，及於 106年 2月 24日、106年 5月 10日、106

年 6月 13日張貼於嘉義縣政府網站，並郵寄予土地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本

府網站等文件影本。 

（五）已於 106年 4月 24日第二場公聽會已針對 106年 1月 9

日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進

行明確回應及處理，詳如后附 106年 5月 10日府經開字

第 1060090541號函檢送之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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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工程位於嘉義縣 106、108 年度地籍圖重測範圍內，

重測後土地共計 152筆，面積 343.796331公頃，工程範

圍不變，特此說明。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以 106年 7月 26日府經開字第 1060148162號開會通知

單、108年 9月 24日府經開字第 1080210078 號開會通知

單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協議，依

規定以市價與所有權人(及繼承人)辦理協議價購，協議

價購說明資料併同開會通知單提供予土地所有權人(及

繼承人)，並於 106年 8月 16日、108年 10月 15 日與土

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協議，詳如后附協

議通知及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協議

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不成之協議紀錄影本。 

（二）106 年協議價購之市價係依據「嘉義縣政府評估協議價

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參考地政機關提供之地

價資訊，並委請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經協議價購價

格審查會會議審查後，作為協議價購之市價；108年協議

價購之市價係請地政機關提供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政府

公開資訊之一)，並委請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經綜合

評估後，作為協議價購之市價。 

（三）申請徵收前，已併協議價購開會通知書面通知土地及土

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本府於召開協議價購會前

即向戶政事務所查詢戶籍住址、向稅務機關查詢稅單投

遞地址，其通知函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及戶籍住址、

稅單投遞地址，以書面方式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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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給予陳述意見至 106 年 8 月 31 日、108 年 10 月

31日。 

（四）106 年 8月 16日協議價購會所有權人之繼承人:蔡○○、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區處等 2人及 108年 10月 15

日協議價購會所有權人之繼承人: 吳○○、吳○○、曹

○○、陳○○、曹○○、地上物所有權人: 鄒○○等 6

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見，本府已

回覆，詳如后附陳述書及陳述意見回復處理情形相關函

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

表，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無提出陳

述意見。 

（五）案內所有權人王○等 17人已死亡，已洽戶政機關查明其

合法繼承人，並依相關戶籍及稅務機關查詢之稅單投遞

地址一併通知其協議。 

     王民等 17名所有權人已死亡，於召開協議價購會時尚未

辦理繼承登記完畢，已依規定以王○、王○、吳○○、

吳○、吳○○、涂○、陳○、黃○、黃○○、黃○○、

黃○○、黃○○、薛○、薛○、薛○○、龔○○、黃○

○及其之全體繼承人等名義，一併辦理公示送達，詳如

后附所有權人(及繼承人)之送達情形清冊(詳附件四)。

本府以 106 年 8 月 17 日府經開字第 10601651851 號公

告、108 年 12月 3 日府經開字第 10802605621 號公告辦

理公示送達，給予陳述意見至 106 年 9月 30日、109年

1月 10日。王民等 17人之全體繼承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

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見。 

（六）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及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合

併通知，通知函均已合法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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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全數同意協議價購之原因：台糖公司已於 106 年 12

月 21日來函本府，同意台糖土地部份以合作開發方式提

供土地；其餘私有土地部份，面積約 1.565 公頃，其中

1.478公頃本府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剩餘 0.087公頃之

私人土地，因面積狹小、持分複雜且繼承人眾多，經與

土地所有權人充分溝通後，本府將依「產業創新條例」

相關規定，以徵收方式取得。 

十三、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土地清冊及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十五、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本案工程未涉及原住民土地。 

十六、安置計畫 

無，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建物所有權人非屬低收入戶，經本

府探訪該戶屋主表示將於徵收後搬至與子女同住，故無土

地徵收條例第 34-1條規定須擬定安置計畫情形。 

十七、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度 

（一）計畫目的：嘉義縣海線地區產業發展停滯，透過馬稠後

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可望增加當地就業機會，減緩人口

外流、老化及超高齡等社會問題，並可輔導海線違章工

廠、促進土地合理使用。此外亦有助於配合本府推動之

重大建設計畫，加速縣治周邊地區的發展。 

（二）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圖說。 

（三）計畫進度：預計 109年 2月開工，114年 12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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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有土地、同意協議價購土地及同意合作開發之土地動工。 

十八、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1,540,010元。 

（二）地價補償金額：1,048,260 元。 

（三）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439,080元。 

（四）遷移費金額：52,670元。 

（五）其他補償費：0元。 

十九、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 

（一）準備金額總數：2,082,334 元。所列預算足敷支應。 

（二）經費來源及概算：本園區之用地徵收費用擬由「嘉義縣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什項資產-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科目支應，共計 2,082,334 元，嗣

後將由後期受託開發單位墊撥並納入開發成本，故徵收

補償費來源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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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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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土地圖說（所附圖籍應標示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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