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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 

  

開發簡介 

【開發緣起與目的】 

臺中從過去鞋業、自行車業、輪胎，到現在的光學零組件、精密

機械，機械產業已成為臺中重要領航產業，孕育大臺中製造業發展，

不但增強其他產業之競爭力，更可加速整體工業之發展。臺中地區本

身有密實之產業結構，如臺中工業區、中部科學園區、精機園區等，

又大肚山科技走廊連結中臺區塊臨近工區產生群聚效應，加上陸、海、

空交通優勢條件，鄰近地區機械產業支援供應體系健全，可吸引海外

投資，具競爭優勢。 

臺中市政府為厚植臺

中地區機械永續發展，特

勘選臺中工業區南面的台

糖公司山子腳農場 124.78

公頃土地，策劃推動「臺中

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

區」之開發，整體開發一、

二期用地。 

本案標的所在之精密園區二期標準廠房(1.65 公頃)，供作工業

生產及試驗使用，以提供進駐廠商有效率且舒適的生產作業空間，並

兼顧智慧、環保節能及產業之建築物，以公開、透明、合理之租售價

格，提供需求廠商承租或承購。 

【標的範圍】 

本案標的位於精密園區二期西側1.65公頃基地，興建地上六層、

地下一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58,121.64平方公尺，設

廠單元 39個(彈性單元面積介於 108-451坪)，提供以公司為經營主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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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低污染事業(含未登記工廠)使用，同時六樓亦提供智慧研發單位

申租，廠房單元除生產作業空間，並依廠商特性及營運需求設置必要

之公共管道、空間以及運轉設施外，建築配置強調整體性及群組性，

俾使建築物各面向皆有良好的視野景觀。 

 

 

 

 

 

 

 

 

 

 

 

 

【標的區位優勢分析】 

（一）背景條件適宜 

本案標的範圍土地方整，權屬單純，臺中氣候溫和，平均相對濕

度 75%，基地不受開發建築條件，就自然環境與社經條件均適宜開發

廠房。 

（二）便捷交通 

基地 5公里範圍內有中山高、二高、台中都會區二號外環道，區

域聯外路網發達，又基地北臨特三號道路，可快速連結高鐵、臺鐵、

南屯交流道，對外運輸交通十分便捷，標的範圍東側規劃 25M環狀道

路可作為廠房出入主要幹道，區址所在位置可充分支應進駐廠商與就

業員工進駐需求。 

（三）規劃完善整體產業創新園區 

標準廠房範圍 

精機二期 

精機一期 

標的範圍土地使用計畫圖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手冊 

3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以下簡稱精機園區)為依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規定報編開發，一、二期基地面積為 124.78 公頃及

36.92 公頃，區內以提供產業發展用地為主，另配套劃設支援服務、

住宅以及完善之公共服務設施，透過主要進出動線及環區綠帶之延伸

與串連，以及未來軟體、研發、設計等策略性產業之進駐，將形構整

體園區呈雙核心且綠色、生態、永續之空間意象與風格，進而發展成

為大肚山科技走廊之創智中樞。 

（四）完善產業群聚資源 

大肚山麓「科技走廊」結合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精機園

區等工業產業資源群聚效應，透過交通線性配套鍊結，打造臺中為科

技重鎮。 

（五）機械產業支援供應體系健全 

臺中市為手工具、工具機、木工機械、自行車、汽機車零件、航

太零組件及光學等產業聚落重鎮，精密機械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規

劃提供廠商優良投資環境，為國內機械產業邁向永續發展。 

（六）廠房彈性規劃增加廠商使用多元性 

考量未來廠商空間使用多元性，以模矩化規劃廠房空間，最小廠

房單元為 108坪，最大廠房單元可達 451坪。 

 

 

申租服務窗口：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  

地 址：臺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17號3樓 

申租專線：（04）23599102 分機109、110 

傳真專線：（04）235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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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範圍周邊交通路網分布圖 

標準廠房範圍 

標的範圍道路分布圖 

 

12M出入道路 
精機二期 

精機一期 25M環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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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廠房東北向實景圖 

標準廠房東南向實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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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 

 

出租公告 

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1 日   

字號：府授經工字第 10902151911 號      

主旨：公告出租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產業用地(一)-標

準廠房(乙種工業區)並受理申租。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二、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 

三、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要點。 

公告事項： 

一、出租標的及資料陳列備索地點 

（一）出租標的 

本園區標準廠房規劃39個標準廠房單元，其中出租廠房位於1~6

樓，廠房出租編號為：115、116、209、212、213、214、236、237、

308、309、311、312、313、314、336、337、338、408、409、410、

412、413、414、436、437、438、508、509、510、512、514、536、

537、538、604、605、606、621，共 38 個單元。 

（二）本園區標準廠房圖冊陳列及出租手冊備索地點 

1.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http://www.economic.taichung. 

gov.tw)或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網站(http://tc.mw. 

com.tw/index.php)下載電子書件。 

2.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地址：臺中市南屯區

精科東路 17 號 3 樓，電話 04-23599102 分機 109、110）。 

3.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科（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99 號惠中樓 5 樓，電話 04-22289111 分機 31238）。 

二、出租對象及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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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標準廠房提供以公司為經營主體的低污染事業(含未登記工

廠)進駐，從事本要點所列之本園區都市計畫容許使用及產業

類別為限，另考量樓高及樓地板載重限制，標準廠房 6樓開放

受理智慧研發產業進駐。 

（二）申租本園區標準廠房可申租所有出租標的廠房單元。 

（三）申請人於申租標準廠房點交前，不得將其申租權利義務轉讓予

他人。申請人除報經本局核准租賃權轉讓外，不得將承租本標

準廠房全部或一部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 

三、租期 

租約期限 9 年，期間租金不予變動，同一事業主體無違反租賃契

約而有繼續租用之必要者，期滿後得續約且租期以 6年為限，續約租

金以屆時公告之租金定價為準，臺中市政府保有租金調整公告之權利；

或租期達 5 年，而有意願申請換承購廠房者，得以申請承購。 

四、廠房租金 

（一）申請人承租本廠房應繳價款，包含租金及擔保金： 

1.廠房租金：2 樓每月每平方公尺 110 元，2樓以上樓層愈高、單

價愈低，每樓層價差為每平方公尺 10 元，另 1 樓與 3樓相同價

格；請參閱本園區標準廠房出租要點。 

2.停車格租金：以每月每格 2,000 元計算，依承租人所持分廠房

單元淨使用面積坪數分級，按比例分配停車台數上限，提供承

租人一併承租。 

3.擔保金：按 2個月租金計算，核准承租後與第一期（3 個月）租

金併同繳納，期滿租約終止且無違約需扣除擔保金之情形者，

全額無息退還。 

（二）本園區標準廠房實際應繳價款以服務中心繳款通知指定簽約繳

款當月之價額為準。 

（三）承租本園區標準廠房其餘應繳價金及繳款方式參閱出租要點規

定。 

五、受理申請時間、地點及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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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公告之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13 日止於辦公時間內（上午 9 時

至下午 5時）於本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 17 號 3 樓，電話 04-23599102）現場

受理收件，恕不接受郵寄申請。 

（二）申請人應備文件內容及份數，請參閱本園區標準廠房出租要點

之規定。 

六、申租程序 

（一）申請案件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審查資格合格者，由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進行抽籤圈選程序。 

（二）完成抽籤確認中籤圈選單元之申請案件，送經「臺中市工業區

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核准承租。 

（三）本府具有調整選位單元區塊之權利，如申請人不同意調整，得

放棄本次申請結果。 

七、其他 

（一）本園區標準廠房謹訂於 10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假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 2 樓 A 棟活動中心(地

址：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8 號 2 樓)舉行出租登記公開說明

會，歡迎有意願之廠商踴躍參加。 

（二）申請承租本園區標準廠房所需各項證照，申請人應於送件前先

行備妥，不得要求日後補件，經臺中市政府通知補件不在此限。 

（三）本園區標準廠房出租有關規定詳本園區標準廠房出租手冊。 

（四）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事項辦理。 

（五）本案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戶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               

帳號：0100450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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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 

 

出租要點 

（依據） 

一、 本要點依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第 15

條規定訂定之。 

二、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以下簡稱本園區）標準廠房

之出租，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 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產業園區土地

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受理申請單位） 

四、 本園區標準廠房出租相關事宜，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辦理。 

（出租標的） 

五、 本園區標準廠房計有 39 個單元（各戶面積詳附件 1），本次出租

廠房位於 1~6 樓（位置詳附件 2），廠房出租編號為：115、116、

209、212、213、214、236、237、308、309、311、312、313、314、

336、337、338、408、409、410、412、413、414、436、437、438、

508、509、510、512、514、536、537、538、604、605、606、621，

共 38 個單元。 

（出租對象及使用限制） 

六、 本園區標準廠房提供以公司為經營主體的低污染事業(含未登記

工廠)進駐，且以本園區容許引進之產業類別為限(詳附件 3)，另

考量樓高及樓地板載重限制，標準廠房 6 樓開放受理智慧研發產

業進駐。本園區依臺中市政府規劃開發圖說辦理，申請人不得要

求增加或變更任何園區公共設施。 

七、 申租本園區標準廠房可申租所有出租標的廠房單元。 

八、 申請人於申租標準廠房點交前，不得將其申租權利義務轉讓予他

人。申請人除報經本局核准租賃權轉讓外，不得將承租本園區標

準廠房全部或一部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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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變更之限制） 

九、 申租人自申租本園區標準廠房，在未完成承租手續前，除依法更

名外，不得變更申租人名義。 

（申租程序） 

十、 申租程序： 

（一）本園區標準廠房受理申租作業程序應依出租公告所載之

規定辦理（詳附件 4）。 

（二）申請案件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審查資格合格者，由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書面通知進行抽籤圈選程序。 

（三）申請人申租本標準廠房，若無其他申請人申租部分重疊之

廠房單元，經資格審查符合即獲得承租權，無需進入抽籤

圈選作業。 

（四）資格審查合格之申請人進入抽籤圈選作業條件（視申請狀

況依序分兩階段辦理抽籤）： 

1.第一階段抽籤：兩位以上申請人申租重疊之一整層樓

之單元者。 

2.第二階段抽籤：經第一階段抽籤後，尚有剩餘單元，且

有兩位以上申請人申租未經圈選之重疊單元者。 

（五）完成抽籤確認中籤圈選單元之申請案件，送經「臺中市工

業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核

准承租。 

（六）本府具有調整選位單元區塊之權利，如申請人不同意調整，

得放棄本次申請結果。 

十一、 申請人應依本園區標準廠房出租公告指定之時間、地點，檢齊

下列書件 1 式 8 份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出申請。 

（一）廠房申租表（附表 1） 

（二）申租選位單（附表 2） 

（三）營運計畫書（附表 3） 

1.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2.產品製造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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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廠房、機器設備平面配置圖(廠房配置註明比例尺） 

4.投資計畫簡表 

（四）用水回收計畫書（附表 4） 

（五）污染防治說明書（附表 5） 

（六）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附表 6） 

1.以公司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

及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2.工廠登記或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無相關工廠登

記證明者，可檢附工廠廠址之土地謄本影本(非都市土

地)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影本(都市計畫土地)。 

（七）申請人之資格加分審查文件（附表 7） 

（八）申租廠房承諾書（附表 8） 

（九）申租保證金繳納憑證影本（按擬申租標準廠房各志願順位

中最高總價款年租金 3%計算）（詳附表 9） 

（十）其他書件（詳附表 10） 

前項各款文件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加蓋公司、事業機構及其負

責人或代表人印章，影本並應加註「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

法律責任」字樣。 

十二、 本園區標準廠房規劃供水量、廢（污）水排放量及納管水質限

值以及供電量平均標準如下： 

（一）自來水供水量每日每公頃樓地板面積 17 立方公尺(已扣

除廠商需自行回收水量；回收率依環評書件所載不得低於

65﹪)。 

（二）廢（污）水排放量每日每公頃樓地板面積 15 立方公尺。 

（三）廢（污）水納管水質限值如附件 5。 

（四）用電量每公頃樓地板面積為 654 瓩（含電熱與動力）。 

上述各項標準應依申請人所承租總面積比例換算；申租人用水、

廢（污）水排放量及其納管水質限制以及用電量超過前項標準者，

得不准其申租；惟申租人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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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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申請人申租本園區標準廠房所產生之廢（污）水申請納入污水

處理廠處理，所排放之廢（污）水量，如大於前點規定之廢（污）

水排放量時，其超額廢水量應按「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

區廢(污)水處理系統營運維護費分級費率標準」，按月繳交污

水處理系統營運維護費（含負擔污水廠建設費用）。 

（資格審查程序） 

十四、 公告受理期間，出租案件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收件，於

文件齊全、基本資格符合後辦理審查。 

（一）公告受理期間，申請案件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收件

審查申請人資格。 

（二）申請案件經臺中市政府審查應予補正者，申請人應自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補正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未於

期限內補正及補正案件經審查後仍有文件不齊全或資格

不符者，取消其資格。 

（抽籤圈選作業程序） 

十五、 出租公告受理期間屆滿後，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資

格審查合格之申請人辦理公開抽籤並圈選廠房單元作業，申請

人應依指定時間、地點由申請人公司負責人親自到場或出具委

任之代理人出席進行公開抽籤（作業程序詳附件 6），未於時間

內完成報到手續，視同自動放棄本次抽籤之權利。 

十六、 經公開抽籤抽中之申請人，原則按其申請時檢附之申租選位單

所填列之第一志願單元圈選，經選定單元後取得該廠房單元優

先申租權，其後抽中之申請人，如欲圈選之單元已經由其他申

請人選定，則依其申租選位單所填列之志願順序，就未經選定

之單元進行圈選。 

十七、 廠房單元經全數圈選完畢後，尚有未進行圈選之申請人，則依

其抽籤順序之排序列入備取名單，如取得優先申租權之申請人

放棄申租或遭取消申租資格時，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按

備取名單依序通知遞補。 

十八、 進入備取名單之申請人所繳交之申租保證金，於抽籤結束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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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無息退還，如經通知遞補申租者再行繳交，經通知遞補之備

取申租人，未於通知期限內再次繳交申租保證金者視同放棄申

租，由其後序位之備取申租人遞補。 

十九、 申請人完成圈選單元並取得「申租選定確認單」後，其後須經

「臺中市工業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後始核准承租。 

二十、 申租人獲核配之廠房與原申租不同者，申租人應自臺中市政府

通知補正之日起 15 日內按核配廠房單元編號位置、面積修訂

補正申租書件，未於期限內補正(足)者，視為放棄承租資格。 

二十一、 申租案件經租售審查小組審查應予補正者，通知申租人於 1 

個月內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視為放棄承租資格。補正

案件經審查決議再補正而仍未通過審查者，取消其承租資格。 

（租期） 

二十二、 租期期限採 9 年，9 年期間租金不予變動，同一事業主體無

違反租賃契約而有繼續租用之必要者，期滿後得續約且租期

以 6 年為限，續約租金以屆時公告之租金定價為準，臺中市

政府保有租金調整公告之權利；承租人應於租賃期滿前 1 個

月，以書面向臺中市政府提出申請，得優先承租。 

（租金） 

二十三、 租金價格：2樓每月每平方公尺 110 元，2 樓以上樓層愈高、

單價愈低，每樓層價差為每平方公尺 10 元，另 1 樓與 3 樓

相同價格（詳附件 7）。 

二十四、 停車格租金：以每月每格 2,000 元計算，依承租人所持分廠

房單元淨使用面積坪數分級，按比例分配停車台數上限，提

供承租人一併承租（詳附件 7）。 

（應繳價款） 

二十五、 申租人於申請承租本園區標準廠房時須預繳申租保證金，核

准承租後依通知之金額及期限內繳納廠房租金及擔保金，其

計算方式如下： 

（一）申租保證金：申租所選各志願順位中最高總價款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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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3%計算，於審查過程未能取得申租資格者，得申請

退還（退還申租保證金格式詳附件 10）。 

（二）廠房租金價款：同附件 7 所示。 

（三）擔保金：按 2 個月租金計算，核准承租後與第一期租

金（3個月）併同繳納，期滿租約終止且無違約需扣除

擔保金之情形者，全額無息退還。 

（租金繳納方式及簽訂租賃契約） 

二十六、 申租保證金：申請人應於提出預登記時繳納申租保證金，該

項保證金得以銀行本行即期本票、支票或保付支票為之，抬

頭請寫明：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請勿書寫簡體字)，併同申

租文件向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地址：臺中市南

屯區精科東路 17號 3樓，電話：04-23599102 分機 109、110）

提出申請。 

二十七、 申租人經審查核准承租後，原繳申租保證金得抵充應繳租金

或擔保金： 

（一）申請人經審查核准承租後，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通知申請人繳款，申請人應於接獲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繳款通知之日起 1個月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

第一期(3 個月)租金及擔保金，同時簽訂租賃契約書，

逾期簽約視同放棄，原繳保證金不予退還。 

（二）申請人應於繳納第一期(3 個月)租金之同時繳納擔保

金，租約終止且無違約需扣除擔保金之情形者，全額無

息退還。 

（三）繳款指定行庫帳戶 

銀行及代碼：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0040107 

帳號：010045000088 

戶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 

（第一期租金及擔保金之繳交） 

二十八、 申請人不得延期繳納第一期租金及擔保金，逾期未繳清價款

者，視為放棄承租，其原繳保證金不予退還，解繳工業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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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管理基金。 

（違約金） 

二十九、 申請人未依租約指定期限繳付第二期起之各期租金時，應依

下列規定累計繳付逾期之違約金： 

（一）逾期 1 個月以上未滿 2 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金

額加收 5%。 

（二）逾期 2 個月以上未滿 3 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金

額部分加收 10%，並按未繳次月月租金金額部分加收 5%。 

（三）逾期 3 個月以上未滿 4 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金

額加收 15%，並按未繳次月月租金金額加收 10%，另按

未繳第 3個月月租金金額加收 5%。 

申請人逾期 4 個月以上仍不繳付租金者，除追繳其使用期間

租金及按未繳各月租金金額加收 15%違約金外，臺中市政府

得終止租約。申請人未依約繳付違約金，其累積達第 1次未

繳首月月租金之數額者，臺中市政府亦得終止租約。 

（申租保證金無息退還之事由） 

三十、 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所繳申租保證金無息退還（退

還申租保證金申請單詳附件 10）： 

（一）申租案件自收件日起至接獲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

知資格審查合格之日前自動放棄承租者。 

（二）申租案件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審查應補正而未於

期限內補正者，喪失承租資格者。 

（三）申租案件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審查未核准承租者

或取消承租資格者，以及列為備取名單者。 

（廠房點交） 

三十一、 申請人簽訂租賃契約後，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訂

期點交廠房，申請人無故不到場點交者，視同已點交。 

（承租轉承購之處理） 

三十二、 同一事業主體承租本園區標準廠房無違反租賃契約且租期

達 5 年，而有意願申請換承購廠房者，得以申請承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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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申請人依前點申請承購時，應檢具申請書向臺中市政府提出

申請，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審查。 

（承租轉承購之補正）  

三十四、 申請承租轉承購案件經審查應予補正者，申請承購人應自臺

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補正之日起 15 天內補正，未於

期限內補正者， 視為放棄承租轉承購資格。補正案件經審查

決議再補正而仍未通過審查者，則依原租賃契約執行。 

（承租轉承購之售價）  

三十五、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接獲承租轉承購案件並經審查

後，將提送「臺中市工業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

組」審定售價，辦理承租轉承購售價審核作業。 

三十六、 申購人於承購本園區標準廠房時須繳納價款如下： 

（一）廠房出售價款。 

（二）停車格出售價款。 

（三）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按承購價款總款之 1%計算。 

（承租轉承購意願函覆）  

三十七、 申請人於承租轉承購售價通知之次日起 7日內函覆承購意願，

未於期限內函覆者，視為放棄承購，續依原租賃契約執行。 

（承租轉承購之繳款） 

三十八、 申請人經審查核准承購後，臺中市政府通知承購人依下列方

式繳款。 

（一）廠房價款廠房價款得由承購人以現金、銀行本行本票

或支票或保付支票繳納。 

1.第一期廠房價款：申請人經「臺中市工業區土地或建

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核准承購，

按承購廠房價款 30%計算，於接獲臺中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繳款通知之日起 1個月內，將價款撥付至指

定行庫帳戶。 

2.第二期廠房價款：申購人應於接獲臺中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通知之日起 2 個月內繳清尾款 70%，將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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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付至指定行庫帳戶。 

3.向金融行庫辦理承購廠房貸款者，由各放款行庫依

繳款通知指定各期繳款日分期或 1 次撥付至本案指

定帳戶。 

4.各期應繳價款應自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繳款通

知所載計算價格基準日之次日起至各期實際繳款前

1 日止加計開發成本利息，由承購人一併繳納。 

（二）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承購人繳清廠房價款時，應一併

繳納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三十九、 申請人經審查核准承購者，其承租繳納繳納之擔保金得全額

無息抵充應繳價款。 

（產權之移轉） 

四十、 承購人繳清標準廠房價款及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後，臺中市 

政府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件供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各項

稅捐及費用由承購人負擔。惟承購人向金融機構辦理承購廠房

貸款者，其產權移轉證明書件逕送放款行庫，供代辦所有權移

轉及抵押權設定登記。 

（承租轉承購依原契約執行之情形）  

四十一、 申請人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依原租賃契約執行。 

（一）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 

（二）經審查未通過者。 

（三）未於規定期限內函覆承購意願者。 

（四）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全部價款者。 

（放棄承租或終止租賃契約時已繳款項之處理） 

四十二、 申請人於接獲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資格審查合格

至完成租賃契約簽訂前放棄承租或未依規定期限繳款及簽

約者，其原繳保證金不予退還，解緩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並取消其承租資格。 

四十三、 申請人於完成租賃契約簽訂至租賃期限屆滿前放棄承租或

經本府終止租約者，其原繳擔保金不予退還，解繳工業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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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管理基金，其餘已繳款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當期租金仍應計算至終止契約當月止，其餘已繳租金

按當期賸餘月數折算，無息退還。 

（二）已繳擔保金扣除依第四十七點規定之處理費用後如有

餘款無息退還。 

（放棄承租或或終止租賃契約之處理） 

四十四、 申請人擬於租期屆滿前放棄承租，應於 1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臺中市政府核可，期間無論申請人是否已遷出，租金仍應計

算至終止契約當月止，其餘已繳租金按當期賸餘月數折算，

無息退還。 

四十五、 申請人於租期屆滿前放棄承租或經通知終止租約或租期屆

滿不再續租者，應於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起 1 個月

內將租賃廠房回復原狀返還，逾期未辦理者，每逾 1日應支

付按日租金 3 倍計算之違約金；或原承租人繳交相當於 2 個

月租金同額之回復原狀保證金，並切結如無次承租人承租或

次承租人不願按現況承租時，仍負擔回復原狀之義務者，原

承租人得於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通知起3個月內始履行

回復原狀義務。 

前項回復原狀，得視實際情況，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同意承租人以同品質之材料為之。 

若遷出後尚有留置物須清除者，均視為廢棄物，由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逕代為清理，所需費用由原承租人負擔，並

優先自已繳擔保金項下扣抵。 

（終止租賃契約之事由） 

四十六、 申請人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臺中市政府得終止租賃契

約，收回廠房，已繳交之擔保金概不退還： 

（一）不履行或違反租賃契約者。 

（二）擅自轉租、借用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者。 

（三）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者。 

（四）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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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須知） 

四十七、 申請人得於承租廠房內安裝電話及其他裝修設施，其費用自

行負擔，並自點交日起負擔本戶及公共分攤之水電費及其他

費用。 

四十八、 申請人在未辦妥點交手續前，不得擅自遷入裝修、搬運物品、

安裝機器，倘因而發生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四十九、 申請人承租廠房自點交之日起，對廠房內一切設施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使用並負責保管與維護，並不得改變廠房結構

及原有配置。在租賃期間其設施如有損壞，應由申請人自行

負責修復。 

五十、 申請人使用本園區標準廠房所產生之廢（污）水應依下水道法、

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則及園區污水處理廠營運管理要點等

規定，申請納入本園區廢（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其排放水

質應符合本園區公告之污水處理納管水質限值(詳附件 5)後始

得排入。若水質超過納管水質限值，應自行於廠內規劃設置污

水處理設施，進行廢污水納管前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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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送經本園區服務中心核可後始得納管排放，本園區不允許自行

評估設置專用污水排放管線銜接至園區污水處理廠或園區外

之承受水體。承租人因研磨製程產生之廢水，應依園區環評書

件審查結論自行規劃處理回收設施進行回收。 

五十一、 申請人承租本園區標準廠房所產生之廢（污）水，申請納入

本園區污水處理廠處理時，應依臺中市政府核定之污水處理

系統使用費率，按月繳交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倘其排放之

廢（污）水量大於第 11 條規定之標準，其超過原規劃設置標

準之廢（污）水排放量，另依該費率分級徵收之。 

五十二、 申請人承租本園區標準廠房排放之廢棄及產生之噪音、廢棄

物，應依相關環保法規辦理。 

五十三、 本園區標準廠房大樓內各項公共設施不得佔用或破壞，違者

應返還並負責修復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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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本園區標準廠房大樓消防安全設備採中度危險工作場所設

置，承租人如從事其他不同類別場所者，應依「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增置必要消防安全設備，並經主

管機關檢查合格後始准登記，設備增加費用概由承租人自行

負責。 

五十五、 承租人各廠房單元應依「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

規則」設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五十六、 本園區標準廠房結構安全安裝及操作機器設備標準如下： 

（一）本棟結構為地下 1 層、地上 6 層，結構系統採用鋼筋

混凝土構造軔性立體抗彎矩構架系統，樓地板平均載

重包含設備之衝擊荷重及隔間重；單一集中荷重不得

超過 5噸。 

1.地上 1 至 2 樓樓地板平均載重不得超過 1500 公斤/

平方公尺 

2.地上 3 至 4 樓樓地板平均載重不得超過 1000 公斤/

平方公尺 

3.地上 5至 6樓樓地板平均載重不得超過600公斤/平

方公尺 

（二）安裝機器設備時，應按機械特性於基座安裝適當之避

震裝置，如產生不當之震動，應停工改善。 

（三）廠房單元隔間牆兩側各 0.5 公尺寬之範圍內，不得作

為集中荷重空間。 

（四）機器運轉時，每 1 平方公尺機具所產生於樓地板面之

水平衝擊力，不得超過 150 公斤。 

（五）廠房結構不得敲除或變更，安裝機器設備或裝修管路

時，如需固定，其螺絲埋入長度不得超過 10 公分。 

（六）電梯設備載重：載重 800 公斤之客梯 1部、載重 1000

公斤之客梯 2 部、載重 1150 公斤之客貨梯 2部、載重

2000 公斤之客貨梯 6 部。 

（七）樓高規範：地下 1 樓 4 公尺、地上 1 樓 5 公尺、2 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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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3至 5 樓 4.7 公尺、6 樓 4.1 公尺。 

（八）承租人進廠如需安裝天車，應經結構技師評估後符合

結構載重並申請建築室內裝修相關申請許可後始可裝

設。 

五十七、 承租人於裝修施工及營運期間不得在公共道路或空間裝卸

貨物、堆置物品、棄置廢棄物及停放車輛，以維護環境安全

及秩序。 

五十八、 承租人應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3 條規定繳交下列各項維護費

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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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九、 申請人應依本園區環評書件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詳附件

8）切實執行，若有違反情事，致臺中市政府遭受主管機關裁

罰，臺中市政府將追究承租人責任並求償。配合現行環保法

令或新公告法令規定，若需於申請人承租廠地設置環境監測

設施，承租人需配合臺中市政府不得拒絕。 

六十、 承租人應遵守簽訂之租賃契約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

訂之管理規約辦理，並負擔其管理費。 

（其他） 

六十一、 申請人承租本園區標準廠房應書面承諾確實遵照本要點規

定辦理。 

六十二、 臺中市政府具有保留修改、終止、變更細節之權利，且不另

行通知。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要點相關規定或解釋。 

六十三、 申請人完成申租標準廠房選位程序，臺中市政府具有調整選

位後單元區塊之權利，如申請人不同意調整，得放棄本次圈

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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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單元面積

彙整一覽表 
單位：平方公尺 

樓層 樓地板 
面積 戶別 單元淨使用

面積 
小公 
面積 

各戶 
小公面積

大公 
面積 

各戶 
大公面積 

單元+ 
各戶小公+
各戶大公

B1F 8,133.32 
- 0.00 

0.00 
0.00 

1446.97 
- -

小計 0.00 0.00 

1F 9,940.97 

115  358.49 

427.03 

104.89 

1674.47 

125.86 589.24 

116  1100.98 322.14 386.53 1809.65 
小計 1459.47 427.03 512.39 2398.89 

2F 7,583.69 

209  1,490.19 

2,475.61 

779.09 

372.89 

 616.35  2,885.63 

210  511.97 267.66  211.75  991.38

212  511.97 267.66  211.75  991.38

213  502.19 262.55  207.71  972.45 

214  511.97 267.66  211.75  991.38

236  495.45 259.03  204.92  959.40 

237  711.45 371.96  294.26  1,377.67 
小計 4,735.19 2,475.62  1,958.49  9,169.30 

3F 8,201.29 

308  578.02 

2,621.62 

280.80 

183.05 

 233.26  1,092.08 

309  1,299.97 631.51  524.60  2,456.08 

311  511.96 248.70  206.60  967.26 

312  502.20 243.96  202.66  948.82 

313  502.20 243.96  202.66  948.82 

314  511.97 248.71  206.60  967.28 

336  454.80 220.94  183.53  859.27 

337  486.05 236.12  196.14  918.31 

338  549.45 266.92  221.73  1,038.10 
小計 5,396.62 2,621.62  2,177.78  10,196.02 

4F 7,849.24 

408  578.02 

2,230.60

 238.91 

222.02 

 221.88  1,038.81 

409  1,290.20  533.28  495.27  2,318.75 

410  511.97  211.61  196.53  920.11 

412  511.97  211.61  196.53  920.11 

413  502.20  207.58  192.78  902.56 

414  511.97  211.61  196.53  920.11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手冊 

23 

 

樓層 樓地板 
面積 戶別 單元淨使用

面積 
小公 
面積 

各戶 
小公面積

大公 
面積 

各戶 
大公面積

單元+ 
各戶小公+
各戶大公

4F 7,849.24 

436  454.80 

2,230.60

 187.99 

222.02 

 174.58  817.37

437  486.04  200.90  186.58  873.52 

438  549.45  227.11  210.92  987.48
小計 5,396.62  2,230.60  2,071.60  9,698.82 

5F 
 

7,743.70 

508  578.02 

1,865.43 

 205.43 

629.52 

 212.79  996.24 

509  1,290.20  458.54  474.97  2,223.71 

510  511.97  181.96  188.47  882.40 

512  689.13  244.92  253.69  1,187.74 

514  689.13  244.92  253.69  1,187.74 

536  454.80  161.64  167.43  783.87 

537  486.05  172.74  178.93  837.72 

538  549.45  195.28  202.28  947.01 
小計 5,248.75  1,865.43  1,932.25  9,046.43 

6F 
 

7,931.90 

604  511.97 

1093.06 

225.48 

4357.01 

 200.30  937.75 

605  502.20 221.18  196.47  919.85 

606  679.36 299.21  265.78  1,244.35 

621  788.30 347.19  308.40  1,443.89 
小計 2481.83 1093.06 970.95  4,545.84 

RF 737.53 
- 0.00 

0.00 
0.00 

737.53 
    

小計 0.00 0.00 
合計  58,121.64 24,718.48 10,713.35 10,713.35 9623.46  9,623.46  45,0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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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單

元樓層平面圖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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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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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土地使用、引進

產業類別 

一、土地使用規範 

依據「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

期部分）細部計畫案」，本園區（乙種工業區）以供精密機械、

具技術提升潛力之機械業、機械業鏈結地方高科技產業衍生之高

新科技產業、具創新潛力科技產業以及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產業等生產、加工修理、設計、研究發展、環境檢測、產品檢驗、

儲配運輸物流及倉儲事業使用為主，並得兼營工廠登記產品或營

利事業登記之營業項目有關之買賣業務，及供工廠必要附屬設施、

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使用。 

前項所稱工廠必要附屬設施得包含下列設施： 

（一）辦公室。 

（二）倉庫、生產實驗及訓練房舍。 

（三）環境保護設施。 

（四）單身員工宿舍、員工餐廳。 

（五）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設施。 

二、引進產業類別 

產業類別 產品 

25 金屬製品造業 

251

252

254

259

金屬手工具及模具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金屬加工處理(不含熱處

理、表面處理) 

其他金屬製品 

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造業 

275

276

277

量測、導航、控制設備及

鐘錶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 

光學儀器及設備 

28 電力設備製造業 
281

289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 

其他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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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類別 產品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291

292

293

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通用機械設備 

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303 汽車零件 

3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

造業 

311

312

313

319

船舶及其零件 

機車及其零件 

自行車及其零件 

其他運輸工及其零件 

33 其他製造業 332 醫療用品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產業 

備註：申請廠商產業類別除上表規定外，或經機關審核認定之產業類

別為準。 

 

二、其他 

（一）園區服務中心得對建築物使用進行追蹤調查，如發現非法變更

使用及違建情形，可依法處理，要求廠商限期改善或拆除。 

（二）裝修施工、營運期間不得在公共道路或空間裝卸貨物、堆置物

品、棄置廢棄物及停放車輛，以維護環境安全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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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申租作

業流程 

 

 

 

 

 

 

  

 

 

 

 

 

 

 

  

中籤 

臺中市政府公告 

申租人提送申租書件及預繳

申租保證金 

臺中市政府收件審查 

合格 

臺中市工業區土地或建築物租

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或備查 

核准承租 

承租人繳交第一期租金（含擔

保金）並簽訂租賃契約 

點交標的 

承租人設廠 

無息退還申租保證金 

15 日內補正 

資料不全 
申請人補

正資料 

未通過資

格審查 

逾期未補正

核准 不核准 

不合格

抽籤圈選廠房單元 
未

中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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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污水處理納管水

質限值 

水質項目 最大限值 水質項目 最大限值 

水溫 45℃ 銅 0.25 

PH 值 5/9 鋅 5.0 

懸浮固體(SS) 200 銀 0.5 

生化需氧量(BOD) 100 鎳 1.0 

化學需氧量(COD) 250 硒 0.5 

真色度 400 砷 0.5 

氟化物 15.0 硼 1.0 

硝酸鹽氮 100 甲醛 3.0 

酚類 1.0 多氯聯苯 不得檢出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10.0 總有機磷劑 0.5 

氰化物 1.0 總氨基甲酸鹽 0.5 

硫化物 1.0 安特靈 不得檢出 

油脂 

(正已烷抽出物) 
10.0 

靈丹 不得檢出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不得檢出 

溶解性鐵 10.0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不得檢出 

溶解性錳 10.0 阿特靈、地特靈 不得檢出 

鎘 0.03 五氯酚及其鹽類 不得檢出 

鉛 0.56 除草劑 1.0 

總鉻 1.7 安殺番 不得檢出 

六價鉻 0.5 毒殺芬 不得檢出 

總汞 0.005 五氯硝苯 不得檢出 

有機汞 不得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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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納管限值除 pH 值為一範圍外，其餘均為最大值。 

3.本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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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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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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申租抽

籤作業程序 

一、報到 

（一）報到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未依通知時間內辦理報到者，不予

受理，並視同自動放棄本次抽籤圈選廠房單元之權利。 

（二）申請人（負責人）應親自到場或出具委託書(詳附件 9)由委任之

代理人攜帶證件、印章、申請人公司及其負責人印章辦理報到

手續，各公司出席人員以 2 名為限，代理人如未攜帶委託書、

證件及印章不得辦理報到手續。 

（三）申請人辦理報到手續時應領取「申請人籤卡」並確認內容是否

正確。 

二、抽籤作業程序 

（一）抽籤現場有委任 1 位律師全程擔任見證人，以協助確保抽籤圈

選過程公平、公正、公開。 

（二）由在場之申請人或代理人推舉 2 人擔任監籤人，負責清點確認

「抽籤選位順序籤卡」序號及數量無誤後置入籤箱。 

（三）申請人依報到順序上前並出具身分資料以供確認，經確認無誤

後抽出「抽籤選位順序籤卡」，交由工作人員誦讀籤號並記錄存

證。 

（四）由主席依序遞增唱名順序籤卡序號，申請人依序號上前，出具

「抽籤選位順序籤卡」以供確認，經確認無誤後即按申請時檢

附之「申租選位單」所列第一志願圈選單元並於平面圖上簽名

蓋章，選定後由工作人員誦讀、登錄圈選結果並發給「申租選

位確認單」。 

（五）第一批次抽籤（兩位以上申請人申租同一整層樓之全戶數單元）：

經抽中籤卡之申請人原則按其提出申請時檢附之「申租選位單」

所填第一志願圈選該層樓廠房單元，經選定後取得該優先申租

權，如所列第一志願樓層單元已由其他序位在前之申請人所選

定時，則依其「申租選位單」所填列之志願順位，就未經選定

之樓層進行圈選或自動放棄圈選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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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第一批次抽籤後，尚有未被選定之剩餘樓層單元，則將進行

第二批次抽籤（兩位以上申請人申租非整層樓之單元）：經抽中

籤卡之申請人原則按其提出申請時檢附之「申租選位單」所填

第一志願圈選廠房單元，經選定後廠房單元取得該優先申租權，

如所列第一志願部分單元已由其他序位在前之申請人所選定時，

則可圈選該志願中尚未被選定之剩餘單元或依其「申租選位單」

所填列接續之志願順位，就未經選定之單元進行圈選或自動放

棄圈選權利。 

（七）申請人如於抽籤現場不按「申租選位單」之志願順位圈選者則

取消圈選權利，如申請人之「申租選位單」所列志願單元均已

由其他序位在前之申請人所選定時，亦視同棄權不得圈選其他

單元。 

（八）申請人完成圈選單元後，先行回座等候抽籤作業全部結束再行

離場。 

（九）如各單元經全部圈選完畢，尚有未進行圈選之申請人，則依其

「抽籤選位順序籤卡」之序號列入備取名單。 

（十）取得優先申租權之申請人放棄申租或遭取消申租資格時(不得另

要求更改已選定單元)，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按備取名單

依序通知詢問申請人遞補意願。 

（十一）申請人完成圈選單元並取得「申租選位確認單」，須經「臺中

市工業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

核准承租。 

三、其他事項 

（一）抽籤圈選作業將全程錄影。 

（二）本作業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公告

及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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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單

元、面積及出租價款一覽表 

樓層 戶別 廠房單元 
面積(㎡) 

公設面積

(㎡) 總租坪(㎡) 廠房租金

(元/㎡) 

分配汽車

位數上限

(格) 
廠房租金(元) 擔保金(元) 

  A B C=A+B D E F=C*D H=F*2 

1F 
115 358.49 230.75 589.24 100 4 58,924    117,848 

116 1,100.98 708.67 1,809.65 100 13      180,965    361,930 

2F 

209 1,490.19 1,395.44 2,885.63 110 18      317,419    634,838 

212 511.97 479.41 991.38 110 6 109,053    218,106 

213 502.19 470.26 972.45 110 6 106,970    213,940 

214 511.97 479.41 991.38 110 6 109,053    218,106 

236 495.45 463.95 959.40 110 6 105,534    211,068 

237 711.45 666.22 1,377.67 110 9 151,543    303,086 

3F 

308 578.02 514.06 1,092.08 100 7 109,208    218,416 

309 1,299.97 1,156.11 2,456.08 100 16 245,608    491,216 

311 511.96 455.30 967.26 100 6 96,726    193,452 

312 502.20 446.62 948.82 100 6 94,882    189,764 

313 502.20 446.62 948.82 100 6 94,882    189,764 

314 511.97 455.31 967.28 100 6 96,728    193,456 

336 454.80 404.47 859.27 100 5 85,927    171,854 

337 486.05 432.26 918.31 100 6 91,831    183,662 

338 549.45 488.65 1,038.10 100 7 103,810    207,620 

4F 

408 578.02 460.79 1,038.81 90 7 93,493    186,986 

409 1,290.2 1,028.55 2,318.75 90 16 208,688    417,376 

410 511.97 408.14 920.11 90 6 82,810    165,620 

412 511.97 408.14 920.11 90 6 82,810    165,620 

413 502.20 400.36 902.56 90 6 81,230    162,460 

414 511.97 408.14 920.11 90 6 82,810    165,620 

436 454.80 362.57 817.37 90 5 73,562    147,124 

437 486.04 387.48 873.52 90 6 78,619    157,238 

438 549.45 438.03 987.48 90 7 88,874    17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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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戶別 廠房單元

面積(㎡) 
公設面積

(㎡) 總租坪(㎡) 廠房租金

(元/㎡) 

分配汽車

位數上限

(格) 
廠房租金(元) 擔保金(元) 

  A B C=A+B D E F=C*D H=F*2

5F 

508 578.02 418.22 996.24 80 7 79,699    159,398 

509 1,290.20 933.51 2,223.71 80 17 177,897    355,794 

510 511.97 370.43 882.40 80 6 70,592    141,184 

512 689.13 498.61 1,187.74 80 8 95,019    190,038 

514 689.13 498.61 1,187.74 80 8 95,019    190,038 

536 454.80 329.07 783.87 80 5 62,710    125,420 

537 486.05 351.67 837.72 80 6 67,018    134,036 

538 549.45 397.56 947.01 80 7 75,760    151,520 

6F 

604 511.97 425.78 937.75 70 6 65,643    131,286 

605 502.20 417.65 919.85 70 6 64,390    128,780 

606 679.36 564.99 1,244.35 70 8 87,105    174,210 

621 788.30 655.59 1,443.89 70 9 101,072    2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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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廠商營運期間應

遵循之環評事項 

（一）廠商應回收研磨製程產生之廢水。 

（二）進駐廠商務必做好工廠廢氣排放之污染防治措施，確保符合法

規限值，並進行維修保養及人員操作訓練。 

（三）於開放性空間(如：停車場或空地等)之設計上，應適度採用多

孔隙建材，以提供並增加動物棲息之空隙。 

（四）於廠區內實施綠化植栽工程，以減少空氣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 

（五）進駐廠商應採用低氮氧化物鍋爐，使氮氧化物之排放量減少。 

（六）廠房中高噪音量之機具，應定期保養，以減低運轉噪音。 

（七）工廠生產作業儘量配合居民作息，以降低干擾。 

（八）工業區內工廠之運轉噪音，應符合「噪音管制標準」中有關工

廠(場)噪音管制標準。 

（九）廠商應配合研訂製程廢水回收計畫，以撙節用水並減少廢水排

放量，降低承受水體之污染負荷。 

（十）營運期間，運輸車輛行經聚落附近時，遵守行車速限，並禁鳴

喇叭，以維護安寧。 

（十一）營運期間，鼓勵實施彈性上、下班時間，並減少大型貨運及

工程車輛於尖峰時間出入，以錯開尖峰車流。 

（十二）廠商應維護其廠區之戶外空間，配合園區意象予以綠美化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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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申租抽

籤作業委託書 

 
    本公司                      負責人            因故不克

出席    年    月    日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辦理之「臺中市精

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申租抽籤作業，特委託          

君代理出席，並賦予委託人全權代表本公司參與本次抽籤作業一切事

宜，特立委託書為據。 

此致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委託人(公司）：                 蓋章：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受委託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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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退還

申租保證金申請單 

日期：   年   月   日 

標的名稱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 

申請人名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申租單元樓

層及編號 
□1 樓 □2 樓 □3樓 □4 樓 □5樓 □6 樓 編號： 

保證金資料影本 

請貼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申請人及代

表人印章 
 

領取人  辦理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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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標準廠房申租書件應備內容 

申請人應依公告指定時間、地點，檢齊下列文件向臺中市政府申

租： 

(一) 廠房申租表  

(二) 申租選位單 

(三) 營運計畫書  

1、原料來源與性質說明  

2、產品製造流程圖  

3、廠房、機器設備平面配置圖  

4、投資計畫簡表  

(四) 用水回收計畫書  

(五) 污染防治說明書  

(六)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1、以公司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

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2、工廠登記或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無相關工廠登

記證明者，可檢附工廠廠址之土地謄本影本(非都市土地)

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影本(都市計畫土地)。 

(七) 申請人之資格加分審查文件  

(八) 申租廠房承諾書  

(九) 申租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十) 其他書件 

前項各款文件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加蓋公司、事業單位及其負

責人或代表人印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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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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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房申租表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申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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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工  廠 
屬 性 

□合法工廠(已取得工廠登記之工廠) 
□設有臨時工廠 
□未登記工廠 
□其他 

地 址 
 

電 話 
 

申請案

連絡人 
 

電 話 
 

申租屬性 □新設  □擴廠  □遷廠 
屬擴廠及遷廠者其既有工廠地址： 

申 請 
標 的 縣市 鄉鎮 

市區 申請單元樓層 單元編號
面積  

( 平 方 公 尺 ) 
規劃使用別 

(工廠/倉儲/辦公室)

標 準 
廠 房 臺中市 南屯區 

□ 1 樓 □ 2 樓

□ 3 樓 □ 4 樓

□ 5 樓 □ 6 樓
   

產業類別 
（請參照附件 6 產業類別號碼填列） 

主要產品 
（請參照附件 6 產品項目號碼填列）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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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申租表(續表) 

預計進駐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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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

量(M³/日) 
 

附 件 

□1.申租選位單 

□2.營運計畫書 

2-1原料來源與性質說明 

2-2產品製造流程圖 

2-3廠房、機器設備平面配置圖 

2-4投資計畫簡表 

□3.用水回收計畫書 

□4.污染防治說明書 

□5.申租人資格證明文件 

□以公司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

證影本 

□工廠登記或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無相關工廠登記證明者，可

檢附工廠廠址之土地謄本影本(非都市土地)或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影本(都市計畫土地) 

□6.申租人之資格加分審查文件或執行計畫書 

□7.申租廠房承諾書 

□8.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9.其他應備書件 

備註 申請人及代表人印章 

 

 

註：1.本表各欄如不敷使用，得以附表為之。 

2.承租標的請以申租第一志願之單元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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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租選位單-1 

申請人（負責人）簽章：             

 請於出租單元區塊內依擬申租之單元

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例：、、

…），無志願單元填"X"，全部單元

均可填選。 

 請申請人於每頁選位單簽章，本選位

單所填列之單元志願順位經申請人確

認無誤，經受理申請後不得變更。 

 申請人於抽籤當日以本選位單所列志

願順位圈選單元，不得於現場變更，

否則取消圈選權利。 

附表 2-1 

請申請人於下表依志願順

位填寫數字編號 

1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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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租選位單-2 
 

 

 

  

申請人（負責人）簽章：             

 請於出租單元區塊內依擬申租之單元

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例：、、

…），無志願單元填"X"，全部單元

均可填選。 

 請申請人於每頁選位單簽章，本選位

單所填列之單元志願順位經申請人確

認無誤，經受理申請後不得變更。 

 申請人於抽籤當日以本選位單所列志

願順位圈選單元，不得於現場變更，

否則取消圈選權利。 

附表2-2 

請申請人於下表依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 

209 212
 
213 

214 236
 
237 

      

210 廠房單元已出售，

非本出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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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租選位單-3 

 

附表 2-3 

申請人（負責人）簽章：             

 請於出租單元區塊內依擬申租之單元

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例：、、

…），無志願單元填"X"，全部單元

均可填選。 

 請申請人於每頁選位單簽章，本選位

單所填列之單元志願順位經申請人確

認無誤，經受理申請後不得變更。 

 申請人於抽籤當日以本選位單所列志

願順位圈選單元，不得於現場變更，

否則取消圈選權利。 

請申請人於下表依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 

308 312 336 

309 313 337 

311 31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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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租選位單-4 

 

申請人（負責人）簽章：             

 請於出租單元區塊內依擬申租之單元

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例：、、

…），無志願單元填"X"，全部單元

均可填選。 

 請申請人於每頁選位單簽章，本選位

單所填列之單元志願順位經申請人確

認無誤，經受理申請後不得變更。 

 申請人於抽籤當日以本選位單所列志

願順位圈選單元，不得於現場變更，

否則取消圈選權利。 

請申請人於下表依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 

408 412 436 

409 413 437 

410 414 438 

附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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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租選位單-5 

 

申請人（負責人）簽章：             

 請於出租單元區塊內依擬申租之單元

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例：、、

…），無志願單元填"X"，全部單元

均可填選。 

 請申請人於每頁選位單簽章，本選位

單所填列之單元志願順位經申請人確

認無誤，經受理申請後不得變更。 

 申請人於抽籤當日以本選位單所列志

願順位圈選單元，不得於現場變更，

否則取消圈選權利。 

請申請人於下表依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 

508 512 536 

509 513 537 

510 514 538 

附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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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租選位單-6 

 

申請人（負責人）簽章：             

 請於出租單元區塊內依擬申租之單元

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例：、、

…），無志願單元填"X"，全部單元

均可填選。 

 請申請人於每頁選位單簽章，本選位

單所填列之單元志願順位經申請人確

認無誤，經受理申請後不得變更。 

 申請人於抽籤當日以本選位單所列志

願順位圈選單元，不得於現場變更，

否則取消圈選權利。 

請申請人於下表依志願順位填寫數字編號 

604 605 606 

621     

      

附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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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營運計畫書 

1、原料來源與性質說明 

主要原料名稱 年需求量 原料性質及用途 原料來源 

    

    

    

    

    

    

    

    

    

    

    

備註 

 

 

 

 

附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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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製造流程圖 

主要產品名稱 預估年產量(噸) 預估年產值(萬元) 產品用途 

    

主要機械設備 製程說明 

名稱 
數量

(台) 

單位電力數 合計 

 

馬力 瓩 馬力 瓩 

      

 

 

附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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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廠房及機器設備平面配置圖(以第一志願單元規劃) 
 

 

 

 

 

 

 

 

 

 

附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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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計畫簡表 

申請人名稱  

申請單元樓層及編號 □1樓 □2樓 □3樓 □4樓 □5樓 □6樓  編號： 

申請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財
務
與
投
資 

預估投入項目 預估金額 資金來源 

廠房 萬元

自有資金 約   % 

銀行借款 約   % 

其他     約   % 

機器設備 萬元

年營運資金(預

估前六年總額) 
萬元

其他 萬元

 

合計 萬元

預估年營業額 萬元

研
究
發
展 

預估年度研發費用 
佔年營業額 

比例 

預估 

專技研發人數 
佔總員工比例

萬元 % 人 %

使
用
期
程 

預計進駐裝修時間：   年   月 

預計取得營運證照時間：   年   月 

 

 

 

 

 

 

 

 

 

 

 

附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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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水回收計畫書  

 

申請人名稱  

申請單元樓層及編號 □1樓 □2樓 □3樓 □4樓 □5樓 □6樓  編號： 

申請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計畫用水量(不含冷卻
循環水；噸/日） 

平均日用水量  

最大日用水量  

計畫需水量(噸/日) 
平均日需水量  

最大日需水量  

營運年期 
項目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最終 

(   年)

計畫用水量(噸/日）       

計畫用水量(不含冷卻

循環水；噸/日） 
      

計畫需水量（噸/日）       

總回用水量（噸/日）       

工廠內自行回收 

再利用水量（噸/日） 
      

冷卻水循環量 

（噸/日） 
      

回收率 

(%) 

含冷卻水 

循環量 
      

不含冷卻水 

循環量 
      

總排放水量(噸/日）       

排水率(%)       

節約用水措施 
 
 
 

缺水緊急應變措施 

說明 
 
 

蓄水池設施容量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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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節約用水措施填報方式 

(1) 應說明水量回收、重複再使用、廢水處理再利用、雨水貯留系統等廠內用

水聯合回用之節約用水措施。 

(2) 應說明包括冷卻用水、製程用水、生活用水及其它用水等項目，並說明計

畫製程用水回收率、全廠用水回收率及全廠用水排放率。回收率之計算公

式： 

100%*
總用水量

量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
＝回收率(重複利用率)

 
 

100%*
總冷卻水循環量-總用水量

總冷卻水循環量-量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
循環量)＝回收率(不含冷卻水塔  

 

100%*
製程用水總用水量

量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
製程用水重複利用率＝  

 

100%*
總原始取水量

總排放水量
排水率＝  

(3) 總用水量 = 總需水量 + 總回用水量 + 總循環水量 

(4) 總循環水量 = 冷卻水循環量 + 製程用水重複利用量 

(5) 總原始取水量 = 總需水量 

(6) 節約用水設施之規劃，應說明用水減量措施（如省水型製程或省水器材

等）、節約用水措施配置或其他節水規劃等。 

2. 進駐廠商設置省水器材比率應達 70%以上、用水回收率應達 65%以上；另進駐

營運後，須配合園區服務中心定期填報用水回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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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污染防治說明書  

興辦工業人申請承租園區標準廠房污染防治說明書 

興 辦 工 業 人 名 稱  

申請單元樓層及編號 □1樓 □2樓 □3樓 □4樓 □5樓 □6樓  編號： 

申 請 樓 地 板 面 積 平方公尺

使 用 動 力  瓩 每 日 需 水 量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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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日(公噸/日)

廢 水 水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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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BOD、CO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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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後水質 

(㎎/l) 

 

 

廢  水  排 

放  方  式 

 

 

 

 

 

 

 

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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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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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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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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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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人之資格加分審查文件 

壹、 ISO 證書-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 

貳、 產品或技術之特殊性及專利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核准並

公告之各類專利。 

參、 申請日前一年未曾發生重大職災及環保違規-至勞動部>業務專

區>違反勞動法令公布專區>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

詢系統(https://announcement.mol.gov.tw/)輸入事業單位名稱查

詢後列印畫面(查無資料即表示無違法紀錄)或已取得經濟部工

業局頒發之綠色工廠標章。 

 

 

 

 

 

 

 

 

 

 

 

肆、 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如：是否曾參與社會或社區公益

慈善活動、是否為員工加薪(頻率及比率)、是否實施週休二日、

提供員工相關福利或照顧、各類職務員工之平均工時紀錄、是

否雇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及其比例、環保及能源管理方面是

否具有具體目標與作法、對消費者或大眾之權益保障或協助等。 

 

 

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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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租廠房承諾書 

申租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承諾書 

本公司申租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參閱臺

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公告、要點及其相關法

令規定，並實地勘查認為適合，同意按下列各項條件承租，並請提送

臺中市政府審查： 

一、前述相關法令規章，本公司已詳細閱讀確實了解，並同意遵守臺

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都市計畫書圖及標準廠房出租要點

各項規定，日後如有糾紛，本公司同意按申租當時之法令規定為

仲裁之依據。 

二、申請廠房標示：    樓      號單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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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標準廠房，除原核

定設計之公共設施項目外，不得請求改良或補償。 

四、本公司未完成廠房及土地點交前，保證不擅自遷入或進入廠房進

行室內裝潢，如有損毀廠房時，願負賠償責任。 

五、本公司承租標準廠房，自臺中市政府點交之日起應負擔本戶水電

費、其他費用及公共設施維護費，均由本公司負擔。 

六、本公司如向金融機構辦理承租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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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退租，並同意  貴府自應退還本公司價金中，代為清償行庫

貸款本息。 

七、本公司承租標準廠房之使用行為，同意依「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

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土地使用、引進產業類別」（參閱臺中市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出租要點附件 3）辦理，如

經查核有非法變更使用及違建情形，將配合限期改善或拆除。 

八、本公司知悉標準廠房大樓消防安全設備採中度危險工作場所設置

，本公司如從事其他不同類別場所，願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規定增置必要消防安全設備，設備增加之費用概由

本公司自行負責。 

九、本公司裝修、安裝機器行為，同意依標準廠房結構安全及操作機

器設備標準安裝，如違反安全規定與標準，願停工改善，若毀損

已完工之公共設施，本公司同意於修復並經園區服務中心確認無

誤後，始得請領使用執照。 

十、園區內及標準廠房大樓各項公共設施，本公司當善盡維護之責，

倘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願負責修復或

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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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如有變更既有公共設施需求，本公司同意提請園區服務中

心核可後始得施工，相關設施遷移及復原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自

行負責。 

十一、 本公司承租標準廠房之營運行為，同意依園區環評書件所載之

內容及審查結論（參閱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標準

廠房出租要點附件 7）切實執行，若有違反情事，致  貴府遭

受主管機關裁罰，本公司願負罰鍰責任。 

十二、本公司知悉園區自來水供水量及廢(污)水排放量規定(扣除應

自行回水量後，每日每公頃樓地板面積供水量為 17 立方公尺

、廢(污)水排放量為 15 立方公尺)，承諾依用水回收率至少

65%之規定裝設用水回收設施。 

十三、本公司知悉園區用電量規定(用電標準每公頃樓地板面積 654

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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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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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處理至符合園區污水處理納管水質限值後始予排放

；廢(污)水水量超出申請納管量或廢(污)水水質超出納

管限值時，願依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願依法接

受處罰。 

廢氣：處理至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始予排放，超出排放標

準時，願依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願依法接受處

罰。 

噪音：處理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超出管制標準時，願依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願依法接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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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公司如未履行前開各項條款或違反法令有關規定或放棄承租

時，同意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將廠房依法回收，其內置放之

設備、物品，本公司同意無條件自行拆除清理回復原狀，逾期

視為放棄，任由臺中市政府視為廢棄物清理並由本公司負責清

理之費用，絕無異議，特具承諾書為憑。 

十六、 本公司同意遵守本園區服務中心制訂之管理規章，並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所訂之管理規約辦理，並負擔其管理費。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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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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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處理系統使用費(含負擔污水廠建設費用)。 

本公司申請核可納管排放之超額廢(污)水量，願依園區污水處

理系統營運維護費分級費率標準繳費。 

十八、本公司如未履行上開各項條款或違反標準廠房出租要點及相關

法令有關規定時，同意依法接受處分，絕無異議，特具承諾書

為憑。 

此   致 

臺中市政府 

公 司 名 稱：                           （蓋章） 

 

地       址： 

 

代  表  人 ：                           （蓋章） 

 

身分證字號 ：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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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租保證金繳款憑證影本 
 

 

附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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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書件 

附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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