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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田寬龢

電話：037-559250

傳真：037-364450

電子信箱：h147951@ems.miaoli.gov.tw

受文者：本府工商發展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商都字第107018960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07D109683_107D2050962-01.pdf)

主旨：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

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

則」，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

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

則」。

正本：勞動部、文化部、交通部、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站、經濟部、經濟

部能源局、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苗栗

縣警察局、苗栗縣政府消防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苗栗縣

政府文化觀光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除西湖鄉、獅潭鄉、泰安鄉)、本府各局處、本

府行政處(請協助刊登公報)、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本府工商發展處產業發展科、

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副本：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保存年限:
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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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
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則 
一、本原則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十八

條第三項及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原則之管制單位為苗栗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工商發展處，

並受理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之

申請。 

三、本原則所稱管制單位係指本府工商發展處產業發展科；申請開發

計畫書案件審議業務單位，係指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如附件一。 

四、本原則不適用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所編定之工

業區。 

申請之工業區如屬於都市計畫書規定應整體開發或其他附帶條件

限制使用之工業區者，應俟完成該等限制條件後始得受理申請。 

五、申請案件依本府總收文時間為核准優先順序，直至達本細則第十

八條第二項及第四項總量規定後即不再受理申請。 

六、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

申請書圖文件，除依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外，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管制單位申請： 

（一）申請書（如附件二）。 

（二）鄉（鎮、市）公所或本府核發最近八個月內之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書正本一份。 

（三）開發計畫書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四）地政事務所核發最近六個月內之地籍圖謄本正本一份。 

（五）地政事務所核發最近六個月內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無建

築物者，免附）正本各一份。 

（六）申請設置土地，應在地籍圖上著色標示擬使用設施之平面配

置情形，土地如為部分使用者，應標示其使用土地之範圍及

面積。 

（七）設置地點之都市計畫位置圖（應將申請土地及其週邊二十公

尺以上範圍之地籍圖套繪在都市計畫圖上）五份，依核定之

都市計畫圖比例尺為準套繪辦理，並應由申請人及其委託之

代理人簽名、蓋章。 

七、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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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附件三之一、三之二之核准條件，其管理維護事項依各目

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有關規定辦理。 

八、利用原有合法建築物（係指九十五年三月六日本原則頒布前已取

得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物），申請作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設

施使用者，及本原則頒布前申請中之案件，不受本原則第七點有

關建蔽率、容積率及第九點規定之限制。 

九、申請人應提送申請開發計畫書至管制單位受理，經本府審查通過

後，始得依本細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定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

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惟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

中心及倉儲批發業，仍須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

得設置。 

十、管制單位受理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

事業設施案件，於審核同意設置使用後，應函復申請人同意內容

如下： 

（一）同意使用土地之標示、面積及範圍圖、所屬都市計畫名稱及

甲種或乙種工業區。 

（二）同意設置之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或公用事業設

施之名稱。 

（三）前二款同意函，其有效期限為六個月，申請人應於該有效期

限內向各該設施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申請設置許可

或建造執照申請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逾期則失

其效力。 

十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於核准設置或使用後，應於七日內

將核准之用途、土地地段地號及面積資料副知管制單位，予以正

式列管；其有撤銷或廢止核准處分者，亦同。 

十二、依本原則第十點函復同意設置之工業區土地於該設施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單位）核准設置前，如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公布實施

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時，其有不合土地使用分區

或公共設施用地使用規定之部分，該同意函應視同無效。 

十三、有關行業性質及已核准使用設施土地面積數之認定有疑義時，

均依各該設施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之認定結果為執行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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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

第二款（工業發展有關設施）、第三款（公共

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單位）對照表 
項        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第二款、工業發展有關設施 

（一）通訊傳播事業 交通部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環境檢驗測定業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消毒服務業 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四）樓地板總面積超過三百平方

公尺之大型洗衣業 

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五）廢棄物回收、貯存、分類、

轉運場及其附屬設施 

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六）營造業之施工機具及材料儲

放設施 

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七）倉儲業相關設施（賣場除外） 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八）冷凍空調工程業 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九）機械設備租賃業 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十）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 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十一）剪接錄音工作室 文化部 

（十二）電影、電視設置及發行業 文化部 

（十三）公共危險物品、液化石油

氣及其他可燃性高壓氣體

之容器儲存設施 

苗栗縣政府消防局 

（十四）汽車運輸業停車場及其附

屬設施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苗

栗監理站 

（十五）機車、汽車及機械修理業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苗

栗監理站 

（十六）提供產業創意、研究發

展、設計、檢驗、測試、品

質管理、流程改善、製程改

善、自動化、電子化、資源

再利用、污染防治、環境保

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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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護、清潔生產、能源管理、

創業管理等專門技術服務

之技術服務業 

（十七）經核定之企業營運總部及

其相關設施 

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十八）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

心：使用土地面積超過一公

頃以上，且其區位、面積、

設置內容及公共設施，經本

府審查通過者。 

本府工商發展處 

（十九）經本府審查核准之職業訓

練、創業輔導、景觀維護及

其他工業發展有關設施 

勞動部、本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本府水利處、本府工商發展處（工

商科） 

第三款、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一）警察及消防機構 苗栗縣警察局-警察機構 

苗栗縣政府消防局-消防機構 

（二）變電所、輸電線路鐵塔（連

接站）及其管路 

本府工商發展處 

（三）自來水或下水道抽水站 本府水利處 

（四）自來水處理場（廠）或配水

設施 

本府水利處 

（五）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本府工商發展處 

（六）加油站、液化石油汽車加氣

站 

本府工商發展處 

（七）電信設施 本府工商發展處 

（八）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場

設施或焚化爐 

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九）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本府水利處 

（十）醫療保健設施：指下列醫療

保健設施，且其使用土地總

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

面積百分之五者：1.醫療機

構。2.護理機構。 

苗栗縣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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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十一）社會福利設施：1.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

早期療育機構）。2.老人長

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

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3.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本府社會處 

（十二）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 

本府教育處 

（十三）郵局、銀行、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及保險公司

等分支機構：其使用土地總

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

面積百分之五。 

本府財政處、本府農業處、本府

工商發展處 

（十四）汽車駕駛訓練場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苗

栗監理站 

（十五）客貨運站及其附屬設施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苗

栗監理站、本府工商發展處 

（十六）宗教設施：其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五百平

方公尺。 

本府民政處 

（十七）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

處所 

本府工商發展處 

（十八）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

變電相關設施（不含沼氣發

電） 

經濟部、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國

營事業委員會、本府工商發展處 

（十九）倉儲批發業：使用土地面

積在一公頃以上五公頃以

下、並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

路，且其申請開發事業計

畫、財務計畫、經營管理計

畫，經本府審查通過者。 

本府工商發展處 

（二十）運動設施：其使用土地總

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

本府工商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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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面積百分之五。 

（二十一）旅館：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查核准，並應面臨十

二公尺以上道路，其使用土

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

區總面積百分之五，並以使

用整棟建築物為限。 

苗栗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本府工商

發展處 

（二十二）其他經本府審查核准之

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

事業。 

依目的事業內容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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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       請       書 

受文者：苗栗縣政府（工商發展處產業發展科） 

主  旨：擬在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土地（本號土地

面積               公頃，擬申請設置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為            

公頃）（房屋地址：       鄉鎮市        村里 

   街路      巷      弄     號   樓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為（甲種或）乙種工業區，擬申請設置  （註明設施名

稱）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3 項

規定，提出申請審查是否符合總量管制等規定。 

說  明：檢附文件如下： 

（一）開發計畫書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二）由鄉鎮市公所或本府核發之八個月內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正本乙份。 

（三） 由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六個月內之地籍圖謄本正本乙份。 

（四） 由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六個月內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無建築物者

免付）正本各乙份。 

（五） 申請設置土地應在地籍圖謄本上著色表示，土地為部分使用時應標

示使用面積。 

（六） 申請設置地點之都市計畫位置圖（應將申請土地及其週邊二十公尺

以上範圍之地籍圖套繪在都市計畫圖上）五份，依核定之都市計畫

圖比例尺為準套繪辦理，並應由申請人及其委託之代理人簽名、蓋

章。 

  

申 請 人： 

代 表 人： 

地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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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  苗栗縣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土地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申請案件核准條件表 

修正規定 

第二款： 

工業發展有關設施 
使用面積 使用細目 使用條件 

（第一目） 

通訊傳播事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二目） 

環境檢驗測定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築

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分之 1。 

（第三目） 

消毒服務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四目） 

樓地板總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之大

型洗衣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五目） 

廢棄物回收、貯存、分類、轉運場及

其附屬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六目） 

營造業之施工機具及材料儲放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七目） 

倉儲業相關設施。（賣場除外）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八目） 

冷凍空調工程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九目） 

機械設備租賃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目） 

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一目） 

剪接錄音工作室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二目） 

電影、電視設置及發行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三目） 

公共危險物品、液化石油氣及其他可

燃性高壓氣體之容器儲存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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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第二款： 

工業發展有關設施 
使用面積 使用細目 使用條件 

（第十四目） 

汽車運輸業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築

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分之 1。 

（第十五目） 

機車、汽車及機械修理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六目） 

提供產業創意、研究發展、設計、檢

驗、測試、品質管理、流程改善、製

程改善、自動化、電子化、資源再利

用、污染防治、環境保護、清潔生產、

能源管理、創業管理等專門技術服務

之技術服務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七目） 

經核定之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十八目） 

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 

使用土地面積超過一公頃以上，且區

位、面積、設置內容及公共設施，經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二、三層及

地下一層。 

（第十九目） 

經本府審查核准之職業訓練、創業輔

導、景觀維護及其他工業發展有關設

施 

1.職業訓練機構： 

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職業訓練應有專用教室、訓

練場所、訓練設備及配置飲水及盥洗

設備等，並符合訓練品質規範。 

專用教室面積不得少於 30 平方公

尺，每一學員平均使用面積不得少於

1.3平方公尺；但其他法規另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1.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

築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 分

之 1。 

2.職業訓練機構使用對象：政府機關

設立職業訓練機構、公營事業機構

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公立學校附設

職業訓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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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  苗栗縣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土地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共事業設施申請案件核准條件表 

修正規定 

第三款： 

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使用面積 使用細目 使用條件 

（第一目） 

警察及消防機構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警察機構、消防機構 

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築

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分之 1。 

（第二目） 

變電所、輸電線路鐵塔（連接站）及

其管路 

1.變電所：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變電所、輸電線路鐵塔（連接站）及

其管路等電力相關設施 

（第三目） 

自來水或下水道抽水站 

1.自來水處理廠：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自來水：自來水處理廠、加壓站、配

水池、淨水廠、配水設施 

下水道抽水站、污水排放口前處理設

施 

（第四目） 

自來水處理場（廠）或配水設施 

1.自來水處理廠：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自來水處理廠或配水設施 

（第五目） 

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第六目） 

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站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暫不予規定 

（第七目） 

電信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交換機、電池、配線架、傳輸設備 

（第八目） 

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或焚化

爐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或焚化

爐 

（第九目）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

設施 

（第十目） 

醫療保健設施 

1.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處工業

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五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醫療保健設施：指下列醫療保健設施

（1）醫療機構（2）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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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第三款： 

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使用面積 使用細目 使用條件 

（第十一目） 

社會福利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早

期療育機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

期照護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 

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築

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分之 1。 

（第十二目） 

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第十三目） 

郵局、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信用部及保險公司等分支機構 

1.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

總面積百分之五。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

定 

郵局、H101銀行業、H501保險業（含

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等分支機構） 

（第十四目） 

汽車駕駛訓練場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汽車駕駛訓練場 

（第十五目） 

客貨運站及其附屬設施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G101011公路汽車客運業、G101021市

區汽車客運業、G101051 遊覽車客運

業、G102011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G103011公路經營業、G101031計程車

客運業、G201011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G101041小客車租賃業、G202010停車

場經營業 

（第十六目） 

宗教設施 

1.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五百平方公

尺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宗教設施 

1.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

築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 分

之 1。 

2.建物外觀具所屬宗教建築特色。 

3.有供奉神佛像供人膜拜從事宗教活

動事業。 

4.獨立建築物。 

（第十七目） 

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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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第三款： 

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使用面積 使用細目 使用條件 

（第十八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

施（不含沼氣發電）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

施（不含沼氣發電） 

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分之 1。 

（第十九目） 

倉儲批發業 

1.使用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五公頃

以下，並面臨 12公尺以上道路，且

其申請開發事業計畫、財務計畫、

經營管理計畫，經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查通過者。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F1批發業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二、三層及

地下一層。 

（第二十目） 

運動設施 

1.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

總面積百分之五。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J801030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業（其使

用內容依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行號營業

項目代碼表所定之細類為準） 

依各目的事業主辦單位有關規定。 

（第二十一目） 

旅館 

1.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

總面積百分之五。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2.餘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J901旅館業 限以使用整棟建築物為限。 

（第二十二目） 

其他經本府審查核准之必要公共服務

設施及公用事業 

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由本府主管機關視性質個案審查 

申請基地應臨接寬度 8 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基地面寬（建築

線長度）不得小於基地周長 6分之 1。 

註：第三款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之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