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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德國霍夫曼諮詢公司(下稱霍夫曼公司)海水採礦投資案

於 106 年 12 月與市府初步接觸，雙方基於由市府擔任平台，

協助對方在前期作業時的選址等事務及了解台灣的作業規章

之合作默契，於 107 年 3 月 6 日簽訂「海水採礦開發投資案」

合作備忘錄(下稱 MOU)，釋出市府願行政協助的善意。 

二、 MOU 內容說明、市府角色及後續程序 

(一) 市府與霍夫曼公司簽訂 MOU內容說明    

1. MOU主要內容摘要： 

(1) 對於推動新興投資計畫進行交流合作、建立雙方長

期合作關係。 

(2) 市府協助尋覓合適之投資土地、建立專案聯繫平台。 

(3) 霍夫曼公司將協助市府推動國際交流，於德國進行

招商、交流管道建立及商機交換等。 

(4) 雙方應知悉本合作備忘錄僅係合作意願之表達，不

具法律拘束，本於誠意，共同協商後續合作事宜。 

2. 本案簽訂 MOU法律效力說明： 

(1) 本案為外資來台投資案件，非屬政府採購法招標或

市府投資案，亦非市府與民間合作之投資案，即市

府的角色主要在於行政協助，無須也未支付或提供

任何資金給投資者。 

(2) 市府與霍夫曼公司簽訂 MOU，為市府歡迎外資企業

新設投資的積極開放態度，吸引投資誠意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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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 僅屬雙方合作意願之表達，不具法律拘束，屬

市府行政協助之善意表示。 

(3) 在霍夫曼公司提供進一步完整資料且經第三公正方

確認之前提下，市府方願意作為洽詢平台，協助對

方必要之行政作業，倘若有違此原則，市府得告知

對方，終止相關行政協助。 

(二) 市府角色為行政協助 

在外國投資案上，政府的扮演雙重角色，既要提供

便利，吸引投資，創造地方經濟繁榮及增加就業機會；

又要審查把關，不要讓產業或商業活動損及人民、社會、

環境等。 

本案雙方簽訂 MOU 後，市府主要擔任洽詢平台及窗

口，協助對方在前期作業時的選址等行政事務；倘對方

已確立本案投資團隊之主體，並開始進入中央法定各項

相關投資審議程序後，市府始視需要協助後續行政作

業。 

(三) 後續程序 

對於外商有意來台投資，均需依照我國法定程序規

定，在臺灣設立公司並匯入資金，及通過所有資金面、

技術面、環評面等中央部會必要審查程序。須經由中央

經濟部，依據外國人投資條例針對未來擬作為投資主體

公司其營業項目、出資種類、投資計畫書及有關證件進

行審查，並應由其他涉及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

相關法規事項展開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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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確定製程實際座落地點，後續亦將牽涉土地權管

機關協調、中央環境影響評估、地方建築物管理與工廠

管理等多項法規審程序，因涉及中央經濟部、環保署、

交通部、國營會等多個單位，將由中央啟動跨部會協調

機制，市府亦將給予必要之行政協助。(相關適用法規及

流程詳見下表一、圖一至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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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本案後續行政流程相關法規

主管機關 依據法令 審查項目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外國人投資條例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

定辦法 

投資主體公司其營業項目、

出資種類、投資計畫書及有

關證件進行審查等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許可

營業項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公司法 

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 

公司設立登記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

則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 

經濟部能源局 電業法、能源管理法、

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

法、台灣電力公司與合

格汽電共生系統經營者

相互購電辦法 

汽電共生廠設立營運、與台

電併聯發電等事宜 

經濟部水利署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再生水興建及營運計畫審查 

經濟部水利署或各分區水

資源局(依用水量區分)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 

(母法為水利法) 

用水量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

以上，由經濟部水利署受理 

經濟部水利署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中央管區域排水排水計

畫書審查作業要點、臺

中市排水規劃排水計畫

審查作業辦法 

(依排入納管權責區分) 

辦理都市土地之開發案其排

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法 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審查核

發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工廠管理輔導法 工廠設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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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華僑或外國人投資新設國內事業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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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僑外資公司設立登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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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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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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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發電業申請設置審查及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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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臺中市政府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變更設計委託審查作業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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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臺中市工廠登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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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府招商立場及成效 

(一) 市府招商立場 

投資是區域發展的引擎，市府秉持鼓勵投資、排除

投資障礙及提升經濟發展的立場，持續協助各式相關投

資規劃，並已有單一招商服務窗口提供投資人諮詢與輔

導，盼吸引更多優質企業投資臺中。 

市府積極排除投資障礙，例如召開相關協調會，進

行法規調適，成功協調「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

法」修法，帶動未來工業區廠商新增投資；另召開招商

協調會議協助企業解決用地、行政流程、許可及各項投

資障礙排除，成功協調三井 outlet 購物中心用地取得、行

政流程、相關許可，協助美光記憶體后里廠區三豐路橋

樑跨廠工程、員工招募、住宿需求、后里地區生活機能

提升…等。 

(二) 臺中市近 3 年招商成效 

林佳龍市長上任以來積極招商引資，目前包括台積

電擴廠投資 7,000 億元、美光記憶體投資 310 億元、三井

不動產投資台中港 Outlet 25 億元、國泰永聯物流共和國

在烏日投資 31 億元…等投資案件累計新台幣 8,925.4 億

元，創造約 1 萬 6,675 人就業機會。 

以市府招商標的案件，計有中台灣影視基地、水湳

會展中心營運移轉 OT 案、太平產業園區、外埔綠能生態

園區 ROT 案等計投資 58.45 億元。在市府行政協助下，

投資臺中計有三井不動產、永聯物流共和國、台積電、

美光記億體、台中軟體園區、ATT GROUP 吸引力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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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電機等約投資 8,156 億元。至於自行投資部分計有中

信集團洲際棒球場購物商場及飯店投資案、友達光電、

勤美洲際酒店…等約投資 710.95 億元。 

四、 檢討與精進作為 

本案市府與霍夫曼公司簽訂 MOU 流程經檢討有其應精

進之處，市府將檢討招商投資 MOU 簽署審查流程(如附圖

八)，並邀請法律專家協助列出具體必要文件，往後投資案

件必須事先提供完整文件，並經市府內部預審程序後，始進

行合作備忘錄簽訂，以建立更完整 SOP 精進招商程序。 

本府爾後對於有簽署 MOU意向且預計投資金額新台幣 5

億元以上之投資人，將先進行投資環境介紹、可投資標的簡

介及實地勘察，投資人若有投資意願則進入投資計畫、公司

資料等基本初審，並協助轉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進行僑

外資實質投資審查，確立資金匯入及公司成立，本府再行簽

署 MOU。 

五、 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下，各國皆積極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

帶動經濟發展，外國投資不僅將帶動產業發展、提升國內技

術水準，更能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商機與繁榮。世界各國無

不積極排除投資障礙及進行法規調適，提供外國投資者容易

經商環境，並在外商前期評估階段，展現積極協助態度，給

予行政協助；在確定投資後，政府即必須依照法令規定進行

各項實質審查，從中央到地方共同重重審議，共同把關。 



15 
 

因此，對於有興趣投資臺中，不論是國家、城市、企業

或個人，市府均抱持「大膽歡迎、謹慎落地」的態度，歡迎

來臺中交流，也將釋出最大的善意提供行政協助；而對於任

何確認落腳臺中的重大投資案，市府亦將跟中央在相關投資

審查過程中，共同釐清，嚴格把關，善盡應有的責任，讓招

商投資機制更為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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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臺中市招商投資 MOU 簽署審查流程 

註 1：投資計畫書須包含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等相關背景資料， 

      工作小組必要時進行查證。 

註 2：申請者必須檢附經濟部投審會核定證明、匯入我國銀行之資

金證明及在我國成立公司之登記證明文件始得進行雙方簽

訂合作備忘錄之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