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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第四季八項指標六都第一

1. 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成長數

2. 商業登記家數成長數

3. 公司登記家數成長率

4. 公司登記實收資本額成長率

5. 新登記工廠家數

6. 特定工廠與納管通過件數

7. 投資臺灣三大方案件數

8. 失業率最低

二項指標蟬連七季!!



產業空間需求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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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9年 110年

44,000

49,190
50,374 

建物交易棟(戶)數

據地政局資料，臺中市110年土地及建物交易數分別增加9,304
筆及6,374筆，顯示臺中產業空間需求殷切。

產業空間需求殷切

108年 109年 110年

71,717

78,787

81,021 

土地交易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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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商工
發展空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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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商業投資開發

   
臺  

三井Outlet二期

三井東區LaLaport

漢神洲際購物中心

麗寶Outlet二期

臺中高鐵 超級娛樂購物城

6



110年12月開幕
三井臺中港Outlet二期

預計今年下半年開幕

三井東區LaLaport

投資金額高達
1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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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神洲際購物中心
110年11月動工

投資金額高達6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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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鐵
超級娛樂購物城

預計115年
開幕營運

投資金額高達
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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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開發

✓百貨購物中心

✓影城

✓國際會議中心

✓五星級飯店

✓電競動漫館



麗寶Outlet二期

已於109年 開幕營運

投資金額高達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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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共計 ，面積 約

✓ 投資金額：

✓ 就業人數：

特定地區合法化

受理共計35家，面積 約 20公頃

核定共計 ，面積 約

✓ 投資金額：

✓ 就業人數：

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

滿足工業用地需求 – 民間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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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0年至111年1月25日止）



✓ 收件件數共

✓ 核定件數共

✓ 面積 約

特定工廠登記
相關申請案件

滿足工業用地需求 – 民間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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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1年2月1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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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營運中產業園區面積

共計約224公頃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
園區一、二期(161.7公頃)

太平產業園區(14.37公頃)

滿足工業用地需求 – 政府開發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一期(47.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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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55.86公頃)

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
(產業型)整體發展規劃案(36公頃)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產業
園區(143公頃)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14.76公頃)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
園區三期(25.6公頃)

清水海風產業園區
(151.13公頃)

滿足工業用地需求 – 政府開發

大里夏田產業園區(188公頃)

臺中市規劃中
產業園區面積

共約 62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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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日堡精密（五金製造）

✓ 投資金額：逾4億元
✓ 就業機會：預計增加逾30個

排除投資障礙 – 滿足產業擴產需求

✓ 投資障礙：因進行毗連擴展計
畫，遇有都市計畫變更與囊底
路退縮問題

✓ 協力單位：都發局、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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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投資障礙 – 滿足產業擴產需求

✓ 公司名稱：韋僑科技（ RFID ）

✓ 就業機會：預計增加逾60個

✓ 投資障礙：廠房不敷使用且現
有土地無法擴張，遇有容積率
須提升問題

✓ 協力單位：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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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投資障礙 – 滿足產業擴產需求

✓ 公司名稱：喬山科技（健身器材）

✓ 投資金額：約9億元
✓ 就業機會：預計增加100個

✓ 投資障礙：
1. 水土保持審查
2. 回饋代金繳納
3. 工廠變更登記

✓ 協力單位：水利局、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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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投資障礙 – 滿足產業擴產需求

✓ 公司名稱：源潤豐（大型鑄造）

✓ 投資金額：約6億元
✓ 就業機會：預計增加近100個

✓ 投資障礙：
1. 環境影響評估
2. 都市計畫法規

✓ 協力單位：
經濟部、環保局、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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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投資障礙 – 滿足產業擴產需求

✓ 公司名稱：崧泉企業（濾心）

✓ 投資障礙：
1. 承購國有地問題
2. 工廠變更登記
3. 毗連非都市土地

✓ 協力單位：財政部、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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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投資障礙 – 滿足產業擴產需求

✓ 公司名稱：維樂工業（自行車零件）

✓ 投資金額：約2.35億元
✓ 就業機會：預計增加150個

✓ 投資障礙：送審毗連計畫受阻

✓ 本案已成功協助廠商通過毗連
計畫(11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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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投資障礙 – 滿足產業擴產需求

✓ 公司名稱：新鉅科技（光學鏡頭）

✓ 投資金額：約161億元
✓ 就業機會：預計增加近1450個

✓ 投資障礙：廠區交通不便問題

✓ 協力單位：
中科管理局、交通局、警察局



排除投資障礙 – 協助產業引進外籍移工

臺中之鑽

三井東區LaLaport

潭興精工(分度盤)

宏全國際(包裝材料)

勤美之森 22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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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辦理情形
園區位置及範圍

園區
位置

計畫總面積 14.76公頃

「臺中市潭子聚興產業園區」座落於潭子區

東：豐興路二段

西：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

北：仁愛路一段及國道4號聯絡道

南：潭興路一段258巷

國道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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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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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12塊土地點交現況。

原訂園區完成後始點交，為加速
園區營運時間，提前交地予廠商
供同步建廠。

市府土地

✓於110.11.24全數完成點交。

鐿鋼不鏽鋼有限公司

祥誌工業有限公司

育仟企業有限公司

聯肯企業有限公司

樺欣工業有限公司

豐群模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製刀股份有限公司

匯鎰儀器有限公司

至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陸加赫股份有限公司

亞細亞氣密隔音窗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已有3家廠商申請建
照中。 (亞細亞、至信、豐群)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辦理情形 26



台糖土地預計點交時程。

原則於土地點交後，台
糖公司續辦土地出租相
關作業。

台糖土地

✓預計於111上半年完成
台糖土地點交與招租。

✓已協調台糖公司研議
提前招租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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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聯外道路

園區北側聯外道路仁愛路一段111巷（109.12完成拓寬）

2~4公尺

10公尺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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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區

潭興路一段

本園區

潭興路一段

 經地方積極爭取並獲前瞻計畫補助「園區南側聯外道路」將拓寬為10公尺

園區南側聯外道路潭興路一段258巷將於111年3月施工、預於111年11月完工

園區聯外道路

(感謝楊瓊瓔立委、議員及里長爭取
→積極爭取改善園區周遭交通情形)

3~8M

拓寬為10M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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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寶圳改道

服務中心及污水處理廠開挖

園區道路開闢

污水管線埋設園區滯洪池

八寶圳改道工程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辦理情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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