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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進產業類別

　　農科園區已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並擴大進駐產業項目，包含

農業加值、食品生技、動物生技、植物生技、水族生技、生技檢測、

生物農業資材、農業節能設施，以及其他農業產品之研發、改良、生

產及加工等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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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投資申請與進駐營運流程

一、投資申請資格

依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分公司，或經認許相當於我國股份

有限公司組織之外國          公司，並具有研發、改良、生產與加工農

業產品能力之企業，得申請進駐農科園區。

二、投資申請流程

　　園區預定每季召開一次企業進駐審查會議。申請企業提出營運計

畫書送件後，園區承辦單位將送審查委員做書面審查，並發函通知申

請企業出席審查會議；申請企業須簡報營運計畫並接受審查委員垂

詢。會後園區承辦單位將依會議決議，發函通知申請企業核准進駐或

婉拒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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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計畫書大綱

1.  營運計畫摘要

2.  營運目標及時程

3.  核心技術內容概要

4.  市場分析

5.  行銷策略

6.  財務計畫

7.  研究發展方向與風險分析

8.  用水用電需求

9.  污染防治

10.附件

（營運計畫書範本可至園區網站「資料下載」下載）

http://www.pabp.gov.tw 

四、投資方式

（一）租地建廠

園區提供平坦方正，並已整地完成之建廠用地，每區塊土地面積約為

0.58~1.67公頃。

每區塊土地建蔽率為70%，容積率為300%。

※相關廠房建築規定，請至園區網站參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管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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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用標準廠房

虎躍館標準廠房

座落於20米寬景觀大道之平房式建築，採綠籬植栽區隔，無圍牆設計。

龍騰樓標準廠房

為地下1層、地上4層之RC結構

標準廠房，包含小鷹號（173

坪）與大鵬號（345坪）二種規

格，1樓廠房淨高8m，2～4樓

廠房淨高均為5.7m。

廠房亦配置客貨電梯、裝卸貨

平台、地下貨物倉儲區、地上停車場與地下停車位等各項公共設施。

另地下1樓倉儲區共有28個倉儲區塊，面積為45～111㎡不等，淨高為

6m。

龍騰樓廠房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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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水族營運中心－高科技水產養殖廠房

12棟綠籬圍繞之獨棟建築，分為基本

型與實用型廠房共18間，廠房外部設

有專屬停車及卸貨空間，內部具有辦

公、儲藏、檢驗及廚衛生活空間，並

供應符合標準之軟、硬淡水及海水，

各項營運設施及機能完整。

◎廠房規格

類型 面積 備註

基本型

（8間）
80~90坪

1.含80坪室內空間及可供停放3部汽車之空地。

2.室內規劃約55坪營運(養殖)及25坪辦公與廚衞衛生活空間。

實用型

（10間）
230坪

1.綠籬圍繞之230坪獨棟建築及周圍約250坪空地。

2.室內規劃145坪營運(養殖)、25坪機電、60坪辦公與廚衞生

   活空間。

3.周圍所附250坪空地已規劃為人貨進出且可供停放6部汽

   車之前庭，以及可自行設置室外養殖場之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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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業進駐營運流程

（一）租地建廠企業之營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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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用標準廠房企業之營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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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辦營運計畫變更

進駐企業如有以下情形應向園區申請變更營運計畫：

(1)新增（變更）營運項目

(2)增加投資額

變更營運計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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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進駐園區所需費用

一、營運保證金

1. 依據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7條規定，為確保進駐企業能確

實依營運計畫實施經營，園區將對核准進駐企業收取核准投資額的

千分之三作為營運保證金。

2. 進駐企業於完成公司入區登記及工廠登記未滿一年如因業務需要申

請增資者，亦收取增資金額的千分之三為保證金。

3. 營運保證金待進駐企業依營運計畫實施屆滿三年，向園區申請查核

並經園區評定符合者，將無息發還。

二、租金

1. 土地租金為8.5元/平方公尺/月，約為28元/坪/月。

2. 虎躍館標準廠房租金為225元/坪/月。

3. 龍騰樓標準廠房租金：

樓層 1樓 2樓 3樓 4樓

每坪租金(元) 390 300 280 260

大鵬號 (345坪)
月租金（元）

134,550 103,500 96,600 89,700

小鷹號 (173坪)
月租金（元）

67,470 51,900 48,440 44,980

地下1樓倉儲區： 170元/坪/月。

4. 亞太水族營運中心—高科技水產養殖廠房租金：

廠房類型 廠房面積 每坪租金 月租金

基本型
（8間）

80~90坪 280元/月 22,400~25,200元

實用型
（10間）

230坪 340元/月 78,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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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費

依據「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費服務費及必要費用收費標準」第三條規定：

1. 園區企業依承租之土地或廠房面積計算繳納管理費，其收費基準如

下表。同時承租土地及廠房者，依應納金額較高者繳納之。

2. 經核准進駐並取得營業登記之園區企業，其銷售額超過如下所定預

估銷售額者，應改依當月銷售額千分之二繳納管理費。

承租土地：

級距 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每月管理費(元) 預估銷售額(元)

1     0 至 4,000 10,000 　5,000,000

2 4,001 至 5,000 11,500 　5,750,000

3 5,001 至 6,000 13,000 　6,500,000

4 6,001 至 7,000 14,500 　7,250,000

5 7,001 至 8,000 16,000 　8,000,000

6 8,001 至 9,000 17,500 　8,750,000

7  9,001 至 10,000 19,000 　9,500,000

8 10,001 至 15,000 27,000  13,500,000

9 15,001 至 20,000 35,000  17,500,000

10 20,001 至 25,000 43,000  21,500,000

11 25,001 至 30,000 51,000  25,500,000

12 30,001 至 50,000 59,000  29,500,000

13  50,001 至 100,000 67,000  33,500,000

14 100,001 至 200,000 75,000  37,500,000

15 200,001 至 300,000 83,000  41,500,000

16 300,001 至 400,000 91,000  45,500,000

17 400,001 以上 99,000  49,500,000

承租標準廠房：

級距 廠房面積(平方公尺) 每月管理費(元) 預估銷售額(元)

1 　0 至 500 　7,000 3,500,000

2 　501 至 1,000 　8,000 4,000,000

3 1,001 至 1,500 　9,000 4,500,000

4 1,501 至 2,000  10,000 5,000,000

5 2,001以上  12,000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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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水費

用水類別 單位 收費單價（元） 備註

產業用水 立方公尺 6.5

民生用水 立方公尺 7

軟水 立方公尺 20
亞太水族營運中心

海水 立方公尺 123

水冷式空調冷卻用水 立方公尺 0.5 龍騰樓

五、電費

（一）獲核准進駐園區之企業適用工業用電標準計費。

（二）園區企業如從事與農業栽培（水產養殖）或收穫後處理等相關

工作之用電，可依據「農業動力用電範圍及標準」，向園區申

請核發農業動力用電證明，再向台電公司申辦減免基本電費及

5％營業稅。

六、天然氣瓦斯費

依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收費標準，每度約24~26元。園區企業可

逕向欣屏天然氣公司申請供氣。

七、污水處理及下水道使用費

污水處理設施及下水道系統使用費收費基準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單價（元）

水量 立方公尺 8.6

化學需氧量(COD) 公斤 26.7

懸浮固體(SS) 公斤 38.4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放污水之計量：以園區供應之水源且於污水排放口

設有合格流量計之園區企業，按流量計之流量計算，否則按供水量的

8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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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服務設施

一、基礎設施

園區電力、電信光纖、給水、瓦斯及污水下水道等管線均採地下佈設。

供水：園區提供地下200公尺達飲用水標準之潔淨原水做為產業用水，

並有淨水廠提供淨水處理服務，每日可供應產業及民生用水達

12,500立方公尺。建廠用地每日每公頃供水65立方公尺；標準廠

房每日最高供水30立方公尺。

供電：園區設置161KV變電站，採雙迴路設計供應50MW、120MW電

力，確保穩定且無斷電之虞。另規劃提供22.8KV之特高壓管線。

污水處理：完善的污水處理設備，並提供污水處理納管服務。

天然氣：完備的天然瓦斯佈管，可提供全區天然氣供應，滿足企業營運

需求。

二、實驗農場

面積共2公頃，分成16單位，每單位約895~976平方公尺，可作為園區

企業田間試驗及小型栽培、蓄養之實作場所，租金約為26.6元/平方公尺

/年。

三、有晴園

內有公寓大廈共48戶、獨棟別墅

與雙併別墅共16戶等住宅設施，

擁有優美之景觀中庭，結合養生

休憩，提供園區企業員工優質的

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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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遇有租金調整時，將另行公告辦理）

種類 租金單價 每戶坪數 租金總額 配置 總樓層

公寓大廈 300元/坪/月

32坪 9,600元/月 3房2廳2衛1廚

6樓36坪 10,800元/月 3房2廳2衛1廚

40坪 12,000元/月 4房2廳2衛1廚

雙併別墅
400元/坪/月

63坪 25,200元/月 4房2廳3衛1廚 3樓

獨棟別墅 80坪 32,000元/月 5房2廳4衛1廚 2樓

備註：別墅附平面停車位，公寓大廈附地下室停車位。

四、豐和館

包含大型宴會廳、餐廳、便利超

商、金融、郵務及公車轉運等之複

合式生活機能中心，現委託天明豐

和管理公司經營。

五、管理服務中心

管理服務中心為園區管理單位，另

提供1樓辦公室及各式會議室出租

服務。

（一）1樓辦公室

租地自建並已取得建照、實質動工之園區企業，或獲核准進駐之外商

企業，於園區內之廠房完工啟用前，可承租園區管理服務中心1樓辦

公室做為臨時辦公場所，租金為380元/坪/月。

（二）各式會議室

1.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08：30－21：30，共區分上午、下午、晚上三個時段。

※假日使用需提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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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費標準：

場所名稱 現場可用設備
收費標準
（平日）

收費標準
（假日）

開放時間

多功能演藝廳
（300人）

5500高流敏度單槍投影機、
DVD、布幕 、
有、無線麥克風各2支
小蜜蜂2支

10000元／
每時段

15000元／
每時段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30-12:30
下午

13:30-17:30
晚上

18:30-21:30

保證金
10000元

保證金
15000元

國際會議廳
（105人）

桌上型麥克風、5500高流敏
度單槍投影機3台、布幕
翻譯系統30組
無線麥克風2支
小蜜蜂2支

6000元／
每時段

10000元／
每時段

保證金
6000元

保證金
10000元

大型會議廳
（120人）

5500高流敏度單槍投影機、
布幕
有線麥克風2支
無線麥克風2支

5000元／
每時段

8000元／
每時段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30-12:30
下午

13:30-17:30

保證金
5000元

保證金
8000元

中型會議廳
（64人）

單槍單槍投影機
布幕
有線麥克風2支
無線麥克風2支

4000元／
每時段

6000元／
每時段

保證金
4000元

保證金
6000元

121教室
（36人）

單槍單槍投影機
布幕
有線麥克風2支
無線麥克風2支

3000元／
每時段

4000元／
每時段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30-12:30
下午

13:30-17:30

保證金
3000元

保證金
4000元

122教室
（36人）

單槍單槍投影機
布幕
有線麥克風2支
無線麥克風2支

3000元／
每時段

4000元／
每時段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30-12:30
下午

13:30-17:30

保證金
3000元

保證金
4000元

簡報室
（25人）

單槍單槍投影機
布幕
桌上型麥克風
錄影監控系統
網路

5000元／
每時段

8500元／
每時段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30-12:30
下午

13:30-17:30
保證金
5000元

保證金
8500元

3. 符合下列條件者予以場地使用費7折之優惠；保證金仍需依規定額度繳交。

衞◎學術單位及園區企業（機構）。

◎機關團體辦理之活動與園區業務相關，經園區函復同意協辦者。

4. 費用繳交：執園區開立之繳款聯單至臺灣銀行繳納。

5. 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經查核無損毀場地設施、器材等情事，將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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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便捷行政服務

一、單一窗口服務

園區提供進駐企業以下工商業務，並由園區單一窗口統籌辦理：

1. 公司（分公司）入區、變更、解散登記

2. 工廠登記

3. 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核發

4. 用水用電申請

5. 輸出入許可證

6. 原產地證明核發

7. 保稅業務

園區屬保稅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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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需辦理免徵、擔保、記帳及繳納保證金手續；以產品

或勞務外銷時，營業稅稅率為零，並免徵貨物稅。

二、園區企業服務平台

（一）農科園區廠商服務e網通

結合通關簽審、保稅業務、水族

生物進出口控管、防疫檢疫、收

費管理等業務，並與海關、動植

物防檢局、貿易局網站連結，提

供進駐企業便捷的工商服務。



16

（二）農科園區雲端貨物控管平台

園區企業可透過「農科園區廠商服務e網通」之農業加值雲端平台辦

理各項申報業務，而海關、動植物防檢局、貿易局等機關，亦可透過

該平台查詢園區企業之貨物進出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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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投資優惠措施

一、低利貸款

園區企業可向全國農業金庫申貸年息1.5%之專案低利貸款，最高貸

款額度新台幣8,000萬元(期限15年)，其中週轉金最高額度為新台幣

1,000萬元(期限3年)。

二、研發補助

農委會促進農業企業研發輔導辦法：

具農業產業所需之關鍵性、前瞻性、整合性、共通性或基礎性技術之

研發，得向農委會科技處提出申請，最高得補助50%之研發經費。園

區企業具有優先條件。

農科園區促進園區事業研究發展補助計畫：

鼓勵園區進駐企業主動投入經費自行研發，或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每年度可依相關規定向園區提出申請，得補助最高100萬元之研發經

費。詳細補助辦法請至園區網站查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促進園區事

業研究發展補助要點」。

三、投資抵減

產業創新條例：

為促進產業創新，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15%限度內，抵

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施行期間至民國108年12月31日止。（主管

機關：經濟部）

生技新藥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屬生技新藥公司之園區事業，其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之35%~50%，

可自公司開始獲利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施行

期間至民國110年12月31日止。（主管機關：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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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

投資生技新藥公司達3年以上之營利事業股東，以其取得該股票價款的

20%，可於5年內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主管機關：經濟部）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

中小企業為改進生產技術、發展新產品而支付之研究發展、實驗費

用，准在當年度課稅所得內減除。供研究發展、實驗或品質檢驗用之

儀器設備，其耐用年數在二年以上者，准按所得稅法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所載年數，縮短二分之一計算折舊；縮短後餘數不滿一年者，不

予計算。（主管機關：經濟部）

四、自由經濟示範區優惠

農科園區已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俟「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

過後，園區企業可申請適用更有利的投資優惠措施適用。相關優惠如

下：

物流鬆綁：

 1. 專案申請管制性農產品原物料及觀賞魚進口進行加值生產。

 2. 「前店後廠」委外加工，廠商享自主管理，海關以電子帳證進行遠

端稽核。

人流鬆綁：

 1. 放寬廠商聘用外籍專業人士限制。

 2. 簡化商務或專業人士來台入區申請程序及時程。

 3. 外籍人才所得賦稅優惠。

金流鬆綁：

1. 外資投資業別項目放寬。

2. 資金回台投資、廠商研發支出享賦稅抵減。

3. 資金匯出入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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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法規

■  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衞■  農業科技園區園區機構營運管理辦法

衞■  農業科技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衞■  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費服務費及必要費用收費標準

■  衞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要點

衞■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

衞■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實驗農場租賃要點

衞■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促進園區事業研究發展補助要點

衞■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衞■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都市設計管制規範

※詳細條文內容請至園區網站（「法規園地」或「資料下載」）查閱

http://www.pab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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