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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工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壹、總  則 
一、為加強彰濱工業區（以下簡稱本工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特依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第廿七條規定訂定「彰濱工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工業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管理，除依相關之土地及建築法令規定辦
理外，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工廠單位︰ 

含有生產設備及管理設施專供工廠使用且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超過
二百平方公尺者。 

(二)整體開發區： 
經工業主管機關指定需整體規劃配置細部公共設施之區域。 

(三)標準廠房︰ 
在整體開發區內，經工業主管機關規劃提供興建之集合式工廠。 

(四) 社區住宅︰ 
含有一個以上相連之居室及非居室，有烹調及衛生設備專供單戶或多
戶家庭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五)單身員工宿舍︰ 
專供工廠內單身員工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六)基地境界線︰ 
基地所在之界址。 

(七)角    地︰ 
位於二條以上道路交叉口之基地。 

(八)使 用 組︰ 
為土地及建築物各種相容或相同之使用彙成之組別。 

四．本工業區內劃定下列用地︰ 
(一)甲種工業用地。 
(二)特種工業用地。 
(三)標準廠房用地。 
(四)試驗研究用地。 
(五)運輸倉儲用地。 
(六)漁港及相關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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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區用地。 
(八)服務及管理中心用地。 
(九)公共事業用地。 
(十)教育用地。 
(十一)環保用地。 
(十二)遊憩用地。 
(十三)變電所。 
(十四)電信機房。 
(十五)自來水加壓站。 
(十六)防風林、綠地。 
(十七)排水用地。 
(十八)道路用地。 
(十九)海堤、內堤及護岸用地。 
(二十)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用地。 
前項用地之範圍以經工業主管機關訂定之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圖上所劃定之
界線為準。 

五、本工業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主要使用，除工業使用外，其他使用依其性
質、用途分為下列各組︰ 
(一)第一組︰單身員工宿舍。 
(二)第二組︰社區住宅。 
(三)第三組︰遊憩設施 
1.戶內外遊憩設施。 
2.公園、兒童遊戲場、運動場及有關附屬設施。 
3.海水域場。 
4.水岸遊憩建築及構造物。 
5.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6.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遊憩設施。 

(四)第四組︰教育設施 
1.幼稚園。 
2.小學。 
3.中學。 
4.技術專科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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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組︰服務設施 
1.衛生所（站）。 
2.醫院、診所。 
3.育幼院、托兒所。 
4.其他社會福利服務設施。 

(六)第六組︰公用事業營業處所 
1.電力公司營業處、服務中心。 
2.郵政支局、代辦所。 
3.電信分支局、辦事處。 
4.自來水公司營業處、辦事處。 
5.瓦斯公司營業處、辦事處。 
6.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公用事業營業處所。 

(七)第七組︰安全設施 
1.消防隊（分隊部）。 
2.警察分局、派出（分駐）所。 
3.工業區駐衛隊。 

(八)第八組︰公用事業設施 
1.加油站或汽車加氣站。 
2.公眾運輸車站。 
3.電力變壓站設施。 
4.電信機房。 
5.自來水或雨、污水下水道之必要設施。 
6.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公用事業設施。 

(九)第九組︰社區日用品零售及服務業 
1.飲食業。 

2.日用雜貨業。 

3.糧食。 

4.服飾日用品。 

5.日常用五金。 

6.洗染店。 

7.理髮、美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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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照相。 

9.織補。 

10.傘、皮鞋修補。 

11.其他社區日用品零售及服務業。 
(十)第十組：市場 
1.零售市場。 
2.超級市場。 

(十一)第十一組︰相關行政機構 
1.工業區開發管理機構。 
2.工業行政機關。 
3.稅捐稽徵處。 
4.勞工行政機關。 
5.職業訓練機構。 
6.創業輔導機構。 
7.其他與工業區管理和工業發展有關之行政機構。 

(十二)第十二組︰運輸倉儲設施 
1.倉庫。 
2.冷凍庫、冷藏庫。 
3.貨運及搬運業。 
4.貨櫃運輸業之貨櫃集散站、裝卸場或庫房。 
5.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運輸倉儲設施。 

(十三)第十三組︰試驗研究機構 
材料研究及測試中心。 
機器或儀器研究及測試中心。 
產品研究及測試中心。 
生產實驗室。 
其他與工業發展有關之試驗研究機構。 

(十四)第十四組：相關服務業 
1.金融、保險分支機構。 
2.其他與工業相關之服務業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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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廠用地及試驗研究用地 
六、甲種工業用地以供輕工業及無公共危險之重工業設立工廠使用為主，其工

廠類別除不得為下列之使用外，並需經工業主管機關依空氣污染總量管制
標準審查。 
(一)以礦石原料之金屬冶煉工業，包括煉銅、鋅、鎘、鋁、鎳、鉛、鋼鐵等

工業。 
(二)以原油為原料之煉製工業。 
(三)石油化學基本原料之製造工業，包括乙烯、丙烯、丁烯、丁二烯、芳香

烴等基本原料之製造工業。 
(四)以稻草、蔗渣、木片、樹皮為原料之化學原料紙漿製造工業（包括嫘縈

紙漿）。 
(五)以礦石為原料製造水泥之工業。 
(六)農藥原體合成、製造工業（無合成作業之加工業除外）。 
(七)以煤為原料煉製焦炭之工業。 
(八)以煤或核能為燃料之電廠。 
除前項規定外，得為工廠附設之辦公室、倉庫、生產實驗室、訓練房舍、
單身員工宿舍，並應於建廠時連同設廠計畫提出申請，經工業主管機關之
核可後始得為之。增建時亦同。 

七、特種工業用地以供工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特種原料、製品之儲藏或處理之使
用，並需經工業主管機關依空氣污染總量管制標準審查。 
除前項規定外，得為工廠附設之辦公室、倉庫、生產實驗室、訓練房舍、
單身員工宿舍，並應於建廠時連同設廠計畫提出申請，經工業主管機關之
核可後始得為之。增建時亦同。 

八、標準廠房用地以興建集合式標準廠房為主，除得為第六條容許之使用外，
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並得為下列使用。 
(一)第八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十三組︰試驗研究機構。 
標準廠房用地應依工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整體規劃開發使用。 

九、試驗研究用地限為第十三組試驗研究機構使用。 
前項之使用，得設置附屬之作業廠房、辦公室、倉庫、生產實驗室、訓練
房舍、單身員工宿舍等設施，但其樓地板面積之和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積
之百分之五十，並應於建廠時連同設廠計畫提出申請，經工業主管機關之
核可後始得為之。增建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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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輸倉儲用地、漁港及相關設施用地 
十、運輸倉儲用地限為第十二組運輸倉儲設施使用。 

前項之使用，得設置附屬之辦公室、訓練房舍、單身員工宿舍等設施，並
應於建廠時連同設廠計畫提出申請，經工業主管機關之核可後始得為之。
增建時亦同。 

十一、漁港及相關設施用地限供碼頭設施、漁船補給、漁機、漁具、漁船修理
及建造、魚貨拍賣場、海產加工業及國防設施使用，並應經漁業主管機關
及工業主管機關之核准。 

十二、漁港及相關設施用地應整體規劃開發使用。 

肆、社區用地、服務及管理中心用地 
十三、社區用地限為下列各組使用，但第三、四、五、六、七、八、十組應經

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一)第一組︰單身員工宿舍。 
(二)第二組︰社區住宅。 
(三)第三組︰遊憩設施。 
(四)第四組︰教育設施。 
(五)第五組︰服務設施。 
(六)第六組︰公用事業營業處所。 
(七)第七組︰安全設施。 
(八)第八組︰公用事業設施。 
(九)第九組︰社區日用品零售及服務業。 
(十)第十組︰市場。 

十四、社區用地應依工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整體規劃開發使用，並配置必要
之公共設施。 
前項開發計畫須經工業主管機關之核准。 

十五、服務及管理中心用地限為下列各組使用，並均應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一)第三組︰遊憩設施。 
(二)第四組︰教育設施。 
(三)第五組︰服務設施。 
(四)第六組︰公用事業營業處所。 
(五)第七組︰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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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八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第十組︰市場。 
(八)第十一組︰相關行政機構。 
(九)第十三組︰試驗研究機構。 
(十)第十四組︰相關服務業。 

伍、公共事業用地、教育用地 
十六、公共事業用地限為下列各組使用，並均應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一)第五組︰服務設施。 
(二)第六組︰公用事業營業處所。 
(三)第八組︰公用事業設施。 

十七、教育用地限為下列各組使用，並均應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一)第四組︰教育設施。 
(二)第十三組︰試驗研究機構。 

陸、遊憩用地 
十八、遊憩用地限為第三組遊憩設施使用，並應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十九、遊憩用地應依工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整體規劃開發使用。 

柒、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二十、環保用地、變電所、電信機房、自來水加壓站等公共設施應依工業主管

機關指定之範圍整體規劃開發使用。 
二十一、防風林、綠地以供設置環境保護林、景觀林及林業相關使用為主，除

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為國防、保安、水土保持等設施外，禁止砍伐
林木、破壞地形，改變地貌。 

捌、工業區景觀 
二十二、本工業區各類土地面臨道路側，建築物外牆面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並

予綠化，退縮部份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其深度依下表之規定︰ 
面臨道路寬度  退縮地最小深度 

十公尺以上未達三十公尺  三．五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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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公尺以上  六公尺 

二十三、本工業區各類土地之景觀管理應依「彰濱工業區景觀管理要點」之規
定辦理。 
前項要點由工業局另行訂定。 

二十四、本工業區各類土地於申請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時，申請人必須同時檢
附有關景觀設計圖說，由本工業區服務中心進行景觀設計審核，合格者發
給「彰化濱海工業區景觀管理審查許可書」，申請變更設計時亦同。核發
使用執照前必須先報請本工業區服務中心勘驗，合格者發給「彰化濱海工
業區景觀查驗證明」。 

玖、其他規定 
二十五、本工業區編定範圍及周邊海事設施、構造物之使用及活動，除依本要

點之規定外，應依工業主管機關所訂之海堤及水道管理辦法之規定使用。 
二十六、本工業區各類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主管機關

得令其立即拆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拾、附  則 
二十七、本要點由經濟部工業局送請彰化縣政府併同相關土地及建築法令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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