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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營造優質開放的投資環境，吸引投資人來本市投資，是

臺中市政府重要施政項目之一，臺中市政府持續優化本市投

資環境，實施各項獎勵優惠措施，推動產業創新加值，營造

新商機，打造臺中市成為一個充滿投資機會的「富強城市」。 

盧市長上任後，成立臺中市政府經貿文化交流工作小組

強化本市與國際之連結，甫以臺中市招商投資促進委員會、

臺中市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臺中市產業發展基

金、投資臺中網站增設臺商專區、臺中市青創夢想家計畫等

一系列完整產業發展及招商政策作為。 

外商投資對於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有顯著幫助，市府一貫

秉持積極招商、審慎評估精神，優化投資環境及相關基礎建

設，市長將以「臺中富市三」為經濟發展策略，透過前店、

後廠、自由港，讓貨出去、錢進來，達到「美好城市·富強臺

中」的願景。 
 

貳、 臺中投資環境 

臺中具有百年歷史承襲的文化氛圍，如今以精緻的休閒、

商業都會突顯城市風貌，在高鐵與各項都會捷運系統的貫通

下，臺灣的北、中、南形成一個綿密的都會帶，臺中即為轉

運樞紐，也是中彰投苗等中部地區的門戶與發展引擎。 
臺中除了有豐富的文化機能，更有不斷創新產能的中部

科學園區，文化、美學與經濟三足鼎力，讓臺中充滿了豐富

而躍動的活力，絕佳區位搭配臺中國際機場、臺中港及高鐵

三大「自由港」門戶造就臺中優資基礎建設及投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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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聚落︰ 
臺中市工業發展以傳統機械機具製造業起步，逐

步升級為精密機械科技，尤其工具機產業具有世界領

導優勢，且位居全球第四大出口國，其中 7 成精密機

械、工具機及其零組件廠均在中部設廠，成功發揮群

聚效應。並以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園區、臺中工業區、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

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及臺中加工出口區等，完

整串連產業鏈，構築成大臺中產業走廊，並善用臺中

港及臺中國際機場之優勢，成為臺灣創新產業廊帶進

出亞太地區之門戶。 
二、 人口優勢︰ 

臺中為臺灣第二大都市，280 萬人口成為基本的人

口紅利，在便捷的交通網輔助下連結中部地區 600 萬

人，消費能力及投資發展潛力極佳，107 年度臺中百貨

商場整體消費規模達到 600 億元，位居全臺第一。 
在人口成長的帶動之下，臺中市現階段就業人數

為 132 萬人，居全國第三且高於臺北市，境內 17 所大

學每年畢業人數約 4.4 萬人，涵蓋各領域人才，顯現豐

沛之人力資源。 
三、 臺中國際機場︰ 

臺中市位於東亞樞紐地帶，在臺中國際機場的優

勢區位下，與東南亞、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沿海城

市等 21 個城市建構出 4 小時生活圈，絕佳區位使臺中

國際機場成為空港門戶。臺中國際機場 107 年旅運量

達 263.87 萬人次，創歷年新高，其中國際航線旅運量

達 141.16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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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線計有香港、澳門、越南(胡志明、河內)、
韓國(首爾、光州)、日本(成田、沖繩)、泰國曼谷等；

兩岸航線計有廈門、廣州、深圳、南京、寧波、無錫、

梅州、海口、三亞等定期與不定期航線，以及後續由

航空公司申請，奉民航局核准之國際暨兩岸航線。 
四、 臺中港︰ 

臺中港擁有穩定的客源及貨源，而臺中港自由貿

易港區 2018 年貿易量約 572 萬噸，貿易值達新臺幣

1,536 億元，為全國營運績效第 1 海港自貿港區，運用

自由貿易港區「境內關外」及「賦稅優惠」等利基，

廠商高度自主管理，降低行政干預，營運資金及銷售

策略上更能靈活運用，大大提高優質企業進駐之意願，

市府亦將持續與港務公司合作招商，除打造臺中港為

臺中「前店門戶」亦可活絡港區經濟動能。 
五、 臺灣高鐵臺中站︰ 

臺灣高鐵提供臺灣西部主要城市之間的高速鐵路

客運服務，目前共設置南港、臺北、板橋、桃園、新

竹、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臺南及左營等

12 處車站，行駛最高速度為每小時 300 公里，準點率

高達 99.6%。從臺中搭乘高鐵至其他五都，最快僅需

40 分鐘。而臺中位於臺灣的中部節點，高速鐵路 1 小

時內可到串聯臺灣西部主要城市，107 年烏日站進出人

次達 2,211 萬人次，再創新高；平均每日進出站達 6 萬

人次，僅次於臺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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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產業環境整備-工業區開發計畫 

為推動臺中產業發展，促進轄內土地資源有效利用，並

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及帶動地方繁榮，本府積極推動工業

區開發計畫，進度如下： 

一、 目前已開發產業園區： 

本府已開發完成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ㄧ期

(124.79 公頃)及二期(36.92 公頃)，引進機械製造暨相關

產業進駐，並結合週邊臺中工業區，逐漸形成大肚山

機械科技產業鏈；另於神岡區開發豐洲工業園區ㄧ期

(47.63 公頃)，以中小型企業之廠商進駐為主，並隨中

部科學園區后里、七星園區之開發及廠商進駐，帶動

週邊相關產業之發展。 

二、 刻正開發產業園區： 

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推動中央產業政策(智

慧機械推動方案、航太產業)及配合臺中市區域計畫等

產業發展之政策指導，以短、中、長期之規劃目標提

列相關優先順序，積極辦理太平產業園區(14.37 公頃，

已於 107 年 3 月完成土地出售)、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14.76 公頃，預計 108 年 6 月辦理土地預售)、神岡豐

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55.68 公頃，預計 108 年 6 月辦理

土地預售)及大里夏田產業園區設置案(面積：186.46 公

頃，預計於 110 年 12 月底完成設置公告)等 4 園區開發

案，合計開發面積約 271.27 公頃，其中太平產業園區

其中 70%及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100%作為供未登記工廠

設廠，而神岡豐洲二期規劃作為智慧機械示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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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產業平衡發展。 

三、 規劃未來產業園區： 

規劃烏日溪南(既定政策，53.7 公頃)、新訂大里塗

城都市計畫(產業型，35.81 公頃)及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產業型，169.87 公頃)等，其中大里塗城及烏日溪南將

依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等規定，已委託規劃單位辦

理都市計畫整體規劃案，預計於 110 年 12 月底前完成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擴大神岡都市計畫則比照大里夏

田產業園區之模式，已委託規劃單位辦理產業園區申

請設置規劃案，預計於 112 年 12 月底前完成產業園區

設置公告。 
四、 未來產業園區規劃： 

(一) 本府依循臺中市區域計畫之計畫期程及目標，陸續檢

討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未使用土地，並研擬「臺中

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之相關政策

指導，以作為後續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之原則，

致土地活化提高使用率。 

(二) 次者檢討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內第 3 種農業用地及擬

定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產業型)之用地，供臺中市產

業需求使用，藉以輔導產業升級與提升產品之國際競

爭力。 

(三) 未來臺中市國土計畫之擬定，亦即由臺中市區域計畫

轉換，並依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及用地使用指導原則，

除原都市計畫劃定工業區及經開發許可之地區，納入

規劃城鄉發展區之外，另對臺中市轄內未登記工廠群

聚密集區(如.烏日溪南、臺中港特定區農業區及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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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 3 處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產業型)之擴大周邊土

地等區位，亦納入規劃為城鄉發展區，以作為未來大

臺中產業之儲備用地，期達產業平衡發展，並積極研

擬「臺中市產業發展政策」，以作為臺中市國土計畫規

劃城鄉發展(產業)區位之指導原則。 

五、 臺中市工業區投資概況︰ 

107 年本市工業區進駐廠商約 2,150 家，投資額計

新臺幣 28,989.64 億元，員工人數約 14 萬 7,072 人，

由下表顯示本市工業區各項數據均呈現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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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招商理念、策略及作法 

一、 招商理念-臺中富市三︰ 

臺中市盧市長經營臺中市願景為「美好城市·富強臺中」，

其中經濟發展策略為臺中富市三，透過前店、後廠、自由港，

讓貨出去、錢進來，促使臺中經濟如春燕般飛起來，市民亦

可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 

(一) 前店：強化臺中招商引資、展銷能力，爭取外國訂單，讓

臺中產品銷得出去。利用投資臺中網站、單一招商服務窗

口、臺中市政府經濟文化交流委員會、臺中市政府招商投

資促進委員會、出外參訪及國際交流場合等行銷臺中、促

進招商。 

(二) 後廠： 打造產業聚落，強化技術能力，讓臺中市的加工業、

機械業、手工具業、農產品及文創業等各式產業轉型和升

級，讓產品配合訂單進行客製化的加值。 

(三) 自由港：以「大臺中門戶」概念，結合臺中的海港、空港

及高鐵的獨特優勢，招商引資真正讓臺中富起來。 

二、 招商策略︰ 

(一) 成立臺中市招商單一服務窗口 

為市府第一線接洽窗口，除了解潛在投資人所需、提

供專業諮詢與服務外，亦有投資媒合服務，搭配「投資臺

中網站」提供本市土地、空間及相關投資標的訊息，投資

人需求市府也會列管追蹤以檢視整體招商績效。 

(二) 舉辦臺中市政府招商投資促進委員會 

針對重要、大型投資案件，或有投資障礙需協商，以

跨局處、跨單位之溝通平臺，提供投資人必要之行政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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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障礙，以加速招商進程、提高投資意願。 

(三) 成立臺中市政府經貿文化交流工作小組 

市府成立經貿文化交流工作小組，加強區域間經濟、

文化、觀光交流，積極將臺中市農產品對外行銷，引進人

潮來臺中觀光，並推動區域間文化交流合作。 

(四) 協助新創事業取得營運、發展資金 

1. 推動青創夢想家及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 

為激發本市產業創新研發能量，爭取中央補助款，持

續協助中小企業投入研發升級，本府 107年度地方型 SBIR

經審查共補助 37家業者，補助款總額度達 2,647萬 5,100

元。 

2. 辦理「臺中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案(簡稱青創貸款

專案)」 

青創貸款專案最高額度為 300萬元，迄至 108 年 2月

底止，累計核貸共 121件，金額為 1 億 2,810萬元。 

3. 創櫃板登錄之輔導，協助擴大營運 

為協助本市創新企業發展並協助進入資本市場，本府

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合作，以專案方式提供微型及中小企

業創櫃板登錄輔導。目前已有 37 家業者取得本府的創新

創意推薦書，進入櫃買中心創櫃板登板輔導機制，7家正

式登上創櫃板。 

(五) 推動臺中市政府補助及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 

為吸引企業營運總部進駐臺中市，以展現臺中市區位

優勢，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市府已訂定「臺中市政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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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及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並於 107 年推動，

作為吸引潛力廠商赴臺中投資設立營運總部，以達成創造

總部經濟、提升臺中市經濟競爭力、創造質量兼具之就業

機會等目標。 

(六) 加強國際行銷 

臺中具有優良的居住及投資環境，並具備產業優勢及

商業動能，朝向國際級都市發展，因此吸引優質國際企業

投資將是推升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市府未來將透過

產業國際參展行銷、出訪、外賓來訪等國際交流機會以「美

好城市·富強臺中」行銷臺中，提高能見度、帶動實質商機

交流。 
其中產業國際參展行銷為推展主力，帶領臺中市相關

業者參加國際專業展，推廣臺中特色產業、加速整體產業

發展與升級，推薦高品質之產品給國外專業買主、通路商

或代理，有助於拓展貿易商機與發掘產業潛力市場，提高

臺中市在國際舞臺的知名度與能見度，達到「行銷產業、

投資進來」的效果。 

三、 招商作法︰ 

(一) 設置投資臺中網站及臺商專區 

為使投資人了解臺中投資環境、優勢、投資相關政策、

最新訊息等，已建立投資臺中網站，並於今年 2 月 2 日設

立「臺商專區」，以投資單一服務窗口方式，整合臺商返鄉

投資相關資訊，提供一站式服務，鼓勵更多臺商安心投資

臺中。 

臺商專區提供臺商來電洽詢、網路填寫表單等各種聯

繫的單一窗口，由專人體檢投資並分析個案需求，再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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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轉介給市府相關單位，務求全程追蹤、進度不中斷。另

整合中央政策及市府資源，提供「臺中市政府補助及獎勵

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臺中市產業園區或工業用地

等土地供給狀況、租售參考價格、融資、用水用電申請及

人力需求協助窗口、法規解釋等。 

(二) 對外招商 

市長 108年 1月 28日親赴香港參加「中華出入口商會」

會長交接及會員大會，同時也見證台中市農會與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簽署友好意向書,透過商會廣大的會員網絡及

經貿地位，推廣臺中優良農產品、機械、工具機、手工具、

木工機、自行車、光電、航太及食品等優勢產業，邀請世

界各地到臺中投資，走向國際、行銷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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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舉辦招商說明會 

臺中市政府於 108 年 2 月 10 日舉辦「燕子迎春-臺商

春節聯誼會」，把握臺商回臺過年的機會進行交流，讓臺商

看見臺中的經濟能量，藉此吸引臺商燕子歸巢，帶領臺中

拚經濟、拚經濟、再拚經濟。 

伍、 結語 
臺中市位於東亞樞紐地帶，與東南亞、日本、韓國及中

國沿海城市等 21 個城市建構出 4 小時生活圈，使臺中國際

機場成為中部地區空港門戶，國內部分，在臺灣高鐵、臺鐵，

以及國道及公路系統連通下，串連臺灣的北、中、南形成綿

密的都會帶，區位優勢極佳，輔以舒適宜人的氣候、人文薈

萃的居住氛圍、完整的產業聚落及供應鏈等，在市長臺中富

市三的經濟策略之下，市府將持續優化投資環境、提供優質

招商政策工具，讓臺中走向「富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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