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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廠商進駐應遵守或注意事項 

壹、核准進駐後應辦事項  

一、營運保證金  

1.繳交金額及時間？  

營運保證金繳納金額為營運計畫投資金額千分之三，惟最低繳交金額新臺幣10萬元。 

繳納期限為核准進駐日起 2 個月內(以繳款書載明期限為主，遇假日遞延)繳

納，廠商得以書面公文申請延期，最長不得展延超過 3 個月。 

2.如何申請退還營運保證金？  

公司進駐營運滿 3 年後，依「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營運計畫審核評分作業要

點」(園區網站相關法規園區行政規則)規定，備妥實施營運計畫之相關文

件及申請書，向園區提出申請。 

二、簽訂土地或廠房租約  

1.多久期限內要簽訂租約？  

核准進駐之日起 6 個月內，但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展延一次，最長不得逾 3 個

月。 

承租土地應先向本處申請土地核配，並於接獲本處土地核配會議結果通知函之

次日起 2 個月內簽訂土地租賃契約，且不得逾前項之期限。 

2.應繳租賃擔保金金額多少？  

簽約應繳納租賃擔保金，租賃土地者為 2 個月之租金(未稅)金額，租賃廠房者

為 3 個月之租金(未稅)金額；每期租金需另加計 5%營業稅，土地及各類型廠房

租金數額請參閱(園區網站設廠資訊)。 

園區事業不得主張以租賃保證金抵償租金。 

3.租金繳交方式、期限及逾期違約金？  

按月繳納，繳納期限為每月 5 日以前，得持園區開立之繳款書至臺灣銀行各地分行

繳納，或以匯款方式繳入臺灣銀行屏東農科園區分行或由銀行帳戶直接扣繳為之。 

未依約定期限繳納租金，按應繳總額加收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之逾期違約金。 

三、辦理公司登記  

1.辦理公司登記期限？  

應於核准之日起 6 個月內辦妥公司或分公司入區登記；未辦妥者，應廢止其進

駐核准。但得以書面公文申請延期，最長不得逾 3個月。 

2.是否得以分公司進駐？  

可以於園區設立分公司，但分公司應設置獨立財務帳簿，據以申報營業額並核

算管理費。 

四、繳交園區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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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園區管理費何時應開始繳納？  

園區事業辦妥公司登記後，於主管稽徵機關營業登記核准日之次月 1 日起，應

開始繳納園區管理費；未辦妥營業登記者，則於公司登記滿 1 年之次月 1 日起

開始繳納管理費。 

2.管理費金額如何計算？  

依承租之土地或廠房面積計算，其收費基準請參閱園區網站各項費用。園區事

業營業額超過所定預估營業額者，則改依當月營業額千分之二計算應繳之管理費。 

3.管理費如何自動報繳？  

管理費以每 2 個月為一期計收，園區事業應於每單月份 20 日以前(配合臺灣銀

行及票據交換所作業，自動轉帳扣款者於 16 日以前)上「農科園區廠商服務 e

網通」(園區網站廠商服務 E 網通)之管理費申報系統，進行營業額線上申

報，上傳經主管稽徵機關蓋妥收件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401 或

403 表)等相關憑證，並下載列印繳款書。 

4.管理費逾期繳納會加徵滯納金？  

不依規定期限繳納管理費者，應加徵滯納金，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滯納

金至應繳納金額之 15%為止。 

貳、開始實施營運計畫階段  

一、興建廠房或進行室內裝修  

1.租地之後多久應申請廠房建造執照？  

申請租地建廠者，應於租約簽訂後 3 個月內向本處提出建造執照之申請，並一

次建築完成廠房建築，但有正當理由並經事先申請本處同意者，不在此限。 

2.園區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  

申請興建建物之建蔽率、容積率應符合下列規範，但有正當理由並經本處同意

者，不在此限。 

(1)建物建蔽率上限為 70％，下限不得低於 35％。 

(2)建物容積率上限為 300％，下限不得低於 45％。 

(3)平面利用率下限不得低於 55％。 

所提興建計畫如經本處同意分期建築者，應於 3 年內完成各期建設；必要時得

申請展延一次，最長以一年為限。分期建築者，第一期建築物之建蔽率應不低

於 20％，容積率應不低於 25％。 

3.開工期限規定？  

取得建造執照後 6 個月內申報開工事宜；有正當理由者，得向本處申請延期，

最長不得逾 3個月以 1次為限。期滿仍未完成者，廢止建造執照。 

4.租用廠房室內裝修應注意事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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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事業對廠房室內裝修，應依建築、消防及其他法規辦理，但不得改變房屋

結構或增設男女廁所、浴室。 

承租亞太水族中心廠房之園區事業如需變更消防系統，應自行採購與廠房原消

防受信總機系統(R 型)相容之系統。 

5.消防圖說仍由消防局審查？  

消防設施設置前，須向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申請消防圖說審查，取得核准文件。 

6.園區用水如何申請？  

園區設有淨水場供應產業及民生用水，請向本處第二組提送供水申請表，本處

第三組派員安設水錶，水費每 2個月計收一次。 

7.園區廢(污)水統一納管處理？  

園區廢(污)水排入下水管道集中送至水資源處理場，請向本處第三組提送廢

(污)水納管申請，廢(污)水費每季計收一次。 

園區事業產生之廢(污)水水質超過本處下水道納管標準者(園區網站相關法

規園區法律及法規命令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

準)，應先於廠內自行設置之廢(污)水前處理系統，處理至符合納管標準後，

始得排入園區下水道。園區事業廢(污)水經採樣不合格者，應依本處期限改

善，未複查通過前不得排放。 

二、工廠登記事宜  

1.何時可辦理工廠登記？  

園區事業屬「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 C 大類製造業（08 食品製造業~33 其他

製造業）者，於設廠完成(工廠主要生產設備安裝完竣，得從事物品製造、加工

業務)，應向園區申辦工廠登記，經核准登記後，始得從事物品製造、加工。 

2.工廠登記須符合設廠標準？  

訂有設廠標準之工廠(食品、化粧品、農藥、飼料、飼料油脂、環境用藥、藥

物、動物用藥品、菸、酒)，其設備不符合該標準不得辦理登記或變更登記。 

3.食品工廠應辦理分廠分照？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工廠應單獨設立，不得於同一廠址及廠房同時從事非食品

之製造、加工及調配。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符合藥物優良製造準則之藥品製

造業兼製食品者，不在此限。 

三、工商憑證及園區帳號  

1.工商憑證如何申請？  

填妥申請表向園區提出申請，經核准後，由中華電信公司製發憑證。 

2.申請園區廠商服務 E 網通帳號及用途？  

於園區網站點選「廠商服務E網通」開啟新視窗，依使用說明申請使用者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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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 網通連結「管理費申報系統」、「各項費用繳款書下載」、「電子發票管理

系統」、「廠商產品展示平台」、「通關簽審系統」、「保稅業務系統」、「保稅電子

帳冊」、「輸入管制性保稅貨品專案申請」、「水族動物進出口控管系統」、「觀賞

水生動物養殖場登錄及放養量申(查)報控管系統」、「貿易局線上申辦系統」、

「防檢局線上申報系統」等業務相關系統服務。 

四、每年度應提交公司財報？  

園區事業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於本處指定之期間內，將其年度營運報告及

財務報表，提交本處備查。 

園區事業資本額達公司法第 20 條第 2 項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新臺幣三千萬

元)，其提交前項之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園區事業未於指定之期間內提出年度營運報告或財務報表，或其財務報表未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應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園區事業連續 2年經依前項規定處罰後，本處並得廢止其進駐核准。 

五、園區低利貸款  

1.低利貸款利率及額度？  

園區事業可向全國農業金庫及臺灣銀行屏東農科園區分行申請「農業科技園區

進駐業者優惠貸款」，利率為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195(目前

為 1.29%，機動調整)，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 8,000 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

款額度為新臺幣 1,000 萬元。但經農委會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2.貸款期限多久？  

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用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支出最長 15

年，週轉金最長 3年。 

六、園區有提供宿舍租賃？  

園區提供公寓大樓及透天別墅宿舍供園區事業承租使用，簽約應繳 2 個月之租

金(未稅)金額作為租賃保證金，每月除租金(需另加計 5%營業稅)外，不另收其

他管理費用；租金逾期繳納加收違約金(詳租約約定)。 

宿舍內外不得飼養寵物或餵食流浪動物；汽機車應停放至停車格位，不得任意放

置；晾曬衣物不得妨礙觀瞻；公寓宿舍居家清潔應避免樓地板積水，以防滲漏。 

參、承租廠房營運應注意事項  

一、廠房內部管理  

1.異味應注意防治  

空氣污染物排放應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另廠內具有「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 24 條公告之製程者，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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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 

2.噪音不得超標  

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為日間 60 分貝、晚間 55 分貝、夜間 50 分貝。 

3.空調系統安裝規範  

龍騰樓廠房應使用水冷式空調，空調設備壓縮機及水冷式凝縮器等均需設於各

自租賃之廠房內部，不得外接安裝於廠房外牆或公共空間。 

亞太水族中心廠房可設置分離式冷氣機，惟不得裝設窗型冷氣機。室外主機不

得任意吊掛或設置於廠房外牆及廠房空地上。 

4.廠房地板不得有積水  

廠房內用水或清洗設備，地板積水須即刻清除，以免造成滲漏。 

5.禁燒柴油或重油  

鍋爐應使用天然瓦斯或電源，堆高機亦應使用人力或電動堆高機，禁止使用柴

油或重油。 

6.不得超出地板載重限制  

第一期標準廠房(虎躍館)承載規劃，每平方公尺不得超重 800 公斤。 

第二期標準廠房(龍騰樓)承載規劃，一樓廠房每平方公尺不得超重 800 公斤，

二樓至四樓廠房每平方公尺不得超重 600 公斤。 

亞太水族中心各廠房之承載規劃，一樓每平方公尺不得超重 1,000 公斤，二樓

每平方公尺不得超重 400 公斤。 

7.事業廢棄物應委託合格業者清理  

事業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除再利用方式外，應委託合格業者進行

清除及處理。 

二、廠房公共設施服務  

1.公共區域應保持清潔暢通  

公共區域嚴禁堆置任何物品及垃圾。 

車輛應停放至停車場，卸貨平台全日禁停裝卸作業以外之各式車輛。 

不得自行於廠房外部之牆壁、支柱或任何公共區域樹立看板、廣告及任何文宣品。 

2.製程用水禁止於飲水機取用  

飲水機只提供飲水，不供其他用途(如：廠房內生產製程用水、清潔物品、漱

口、洗手、洗臉等)，且每台飲水機製造熱水能力有其限制，如短時間使用大

量熱水將造成飲水機當機之虞。 

3.收運生活垃圾不得混入事業廢棄物  

本處委請屏東縣鹽埔鄉公所清潔隊，於每週一、四下午 3 至 4 點定點(虎躍館

及龍騰樓大門口)清運，請配合遵守垃圾不落地政策，勿隨意放置垃圾等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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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且不得混入事業廢棄物。 

4.廢汙水禁止於公共設施排放  

廢汙水應自廠房內部裝設的廢汙水管排放，並遵守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下水道可

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不可私自於茶水間等公共設施處排放。 

肆、租地建廠營運應注意事項  

一、廠房管理  

1.異味應注意防治  

空氣污染物排放應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另廠內具有「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 24 條公告之製程者，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

管理辦法」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 

2.噪音不得超標  

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為日間 60 分貝、晚間 55 分貝、夜間 50 分貝。 

3.鍋爐禁燒柴油或重油  

鍋爐應使用天然瓦斯或電源，禁止使用柴油或重油。 

4.應使用電動堆高機  

堆高機應電動堆高機，禁止使用柴油引擎堆高機。 

5.維護整體環境景觀  

園區事業應負責維護承租土地範圍區域之環境清潔綠美化，且不得任意使用重

油燃料及化學除草劑危及環境生態；晾曬衣物不得妨礙觀瞻。 

6.廢汙水禁止私自排放  

廢汙水應自廠房廢汙水管排放，並遵守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

下水水質標準，不可私自排放。 

二、道路挖掘及公共管線銜接  

1.建廠挖掘園區內道路相關規定申請程序  

請向本處(第 3 組) 提出「農業生物科技園區道路挖掘申請書」申請核准並繳

付復原保證金（園區網站相關法規園區行政規則農業生物科技園區道路

挖掘保證金收費標準）；於施工完竣後，應負責恢復原狀。乙方怠於恢復原狀

者，甲方得沒收其所繳保證金。 

園區事業如有改裝或增設本約土地之地上或地下公共設施之需要，應事先申請

本處核准，並由本處統籌辦理，因而所生之費用應由園區事業負擔。 

2.租地自建五大管線(水、污水、電力、電信、瓦斯)規劃設計銜接申請套繪  

請向本處第 3組申請提供各項地下管路線圖以供套繪。 

3.嚴禁私自挖鑿水井  

用水需向園區申請供水使用，不得私自挖鑿水井抽取地下水使用，違者依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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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送。 

伍、廠商輔導措施  

一、研發輔導與補助  

1.農科園區促進園區事業研究發展補助計畫申請時間、補助金額及相關規定  

研究發展補助計畫約於每年 12 月上旬公告下一年度計畫開始收件(公文通知及

網站公告)並於下一年度 1月底至 2月初截止收件(視春節假期調整收件日)。 

補助金額上限新臺幣 100 萬元(依計畫件數及預算金額調整，106 年度補助金

額為 30~65 萬元)。 

申請相關規定請參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促進園區事業研究發展補助計畫申請須

知」(園區網站產學研發園區事業研究發展補助計畫當年度研發補助計畫)。 

2.中華民國農科園區產學協會可以提供協助貴公司事項  

提供園區廠商產業需求，協助園區廠商申請各類政府研發經費、開發核心技

術與產品，並針對產業推動辦理各類研討會或座談會。 

提供媒合平台與從業經驗交流機會，協助辦理園區廠商媒合會或聯誼會方式

以凝聚園區廠商向心力並促進園區內廠商合作及與學界交流。 

提供園區廠商員工教育訓練及人力培訓。 

協會網站並提供產學合作資訊、具產學合作意願之園區廠商相關基本資料及

合作領域需求、各項可供園區企業申請之政府各類產學合作補助計畫內容、

園區廠商徵才需求功能、設置園區廠商介紹或廣告及線上申請資訊等 

針對園區廠商現況實地訪廠，進行廠商需求訪查，並瞭解現有專利、技術及

相關研發能量等，以俾利提供服務需求。 

二、連接衛星農漁場  

1.農科園區衛星農場申請時間、補助金額及相關規定?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補助農民團體輔導經營衛星農場計畫約於每年 3 月上旬公告

當年度計畫開始徵件(公文通知及網站公告)並於當年度 5月底初截止收件。 

補助金額上限新臺幣 30 萬元(依計畫件數及預算金額調整，106 年度補助金額

約為 15~25 萬元)。 

申請相關規定請參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補助農民團體輔導經營衛星農場計畫申請須

知」。(園區網站優惠獎勵衛星農場輔導農民團體輔導經營衛星農場計畫)。 

2.觀賞水族生物安全控管措施  

  為提供園區水族業者快速通關檢疫，園區特別規劃建置水族動物生物安全控管

措施，透過表單、電子帳冊、24 小時中央監視系統及縮短檢驗時間為 72 小時

等措施，進行有效管理。當水族動物由衛星漁場移入時，需於水族標準廠房

「隔離檢疫區」進行隔離檢疫，待水族動物檢驗合格後，方能將合格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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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水族標準廠房「清淨蓄養區」繼續蓄養或接單後再出口，透過這些規範措

施，除使園區水族動物達到生物安全可控管之環境外，並將農科園區打造成為

觀賞水族動物「清淨區」之典範。 

三、市場拓銷輔導  

1.國內外參展  

農科園區定期參加每年 7 月份臺灣生技大展、9 月份臺灣觀賞魚博覽會，另每

年亦規劃參加國內外重要專業展，如 106 年將參加 10 月份高雄國際食品展、

107 年參加德國紐倫堡寵物水族展(InterZoo)。 

2.新聞稿發布  

公司如有新聞需發布，請提供新聞稿電子檔予本處(第 1 組)，本處將協助相關

資料提供給媒體記者。 

陸、進出口通關輔導  

一、保稅業務輔導  

1.園區有保稅優惠？  

園區事業享進口貨品保稅優惠，於設廠完成並經海關公告監管者，自國外輸入

自用機器、設備、原料、物料、燃料、半製品、樣品及經核准兼營貿易之成

品，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 

2.尚未公告監管如何保稅？  

園區事業尚未經海關公告監管而需自國外進口保稅貨品者，得向本處申請專案

進口保稅貨品。但需向海關繳納進口稅款保證金，始可辦理通關手續，並於海

關核准公告監管後，再向海關申請退還進口稅款保證金。 

3.內銷如何課稅？  

園區事業以產品、廢品或下腳料輸往課稅區時，除國內課稅區尚未能產製之產品，

依所使用原料或零件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外，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課

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其在課稅區提供勞務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二、進出口程序  

1.如何辦理進出口廠商資格登記？  

請於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線上申辦。 

2.如何辦理貨品進出口？  

委託報關業者依海關進出口報關流程辦理，惟經海關公告監管者，貨品可於園

區進出口貨棧通關。 

三、原產地證明書申請  

1.原產地證明書如何申請？  

透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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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產地證明書簽發費用？  

本處審核簽發每件收費新臺幣 250 元，廠商繳費後領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