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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本工業區各使用地除應依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建築景觀管制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規定進行審核與管制外，本要點未規定者，則應配

合相關建築管理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由雲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服務中心）負責執行。 

三、本次(第 1 次)修訂係配合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開發計畫暨細部

計畫第六次變更計畫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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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建築、審議組織與流程 

一、審核程序 

起造人申請建築相關執照前，應依本要點及建築相關法令，向服務中

心申請預先審核，必要時得請起造人與設計人到場說明，服務中心應

於審核會議之日起，兩週內將審核結果通知起造人。 

二、審議組織 

服務中心辦理預先審核時，得成立審查委員會。 

三、雲林科技工業區建築景觀管制預審作業程序 

 

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完整圖說
文件二份。 

服務中心掛號收件 

服務中心自書圖齊備收件日起
十四日內完成審查。 

申請人檢具預審合格圖說文件
五份送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發給「雲林科技工業
區竹圍子區建築景觀管制預審
許可書」 

雲林縣政府核定建照 

申請開工，依核定內容施工 

工程完成後，申請人依法向雲
林縣政府申請使用執照 

將審議意見通
知申請人修正 

雲林縣政府 

五日內予以
退件 

書圖齊備 
書圖不齊備 

不合格 
合格 

副知 

申請人持「雲林科技工業區竹
圍子區建築景觀管制預審許可
書」依法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建
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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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附文件 

一、預審需檢附文件 

(一)申請書 

載明起造人名稱、住址、電話、設計人名稱、住址、電話、基地

面積、建築面積、建蔽率、容積率等。 

(二)基地位置圖 

載明基地位置、方位、臨接道路名稱、圖面比例尺不得小於

1/1000。 

(三)簡述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四)配置圖 

載明基地之方位、地形、四週道路、附近建築物情況（含樓層數

及構造）、申請建築物之位置、其外部空間處理及建築物和外部空間

各類出入口、通道連繫及其與周圍道路之動線關係、防火間隔、空地、

基地標高、排水系統及排水方向，圖面比例尺不得小於 1/500。 

(五)建築設計 

載明建築物平面、立面、剖面、構造、空間用途、外牆顏色及材

質。圖面比例尺不得小於 1/500。 

(六)建築法及相關管制規範檢討 

基地面積、基地界線、土地使用強度、建築物高度、有效開放空

間計算，退縮線、綠化位置及面積比例、基地法定停車位數量、實際

規劃之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 

(七)景觀及相關設施區配置圖 

交通動線(基地車輛出入口、車道、人行道)、休憩活動區、服務

區(裝卸區、垃圾暫存區、地面其他固定設施物等)、建築物主要出入

口、基地法定植栽量、植栽計畫(應含綠地、遮蔽性綠籬及停車場等

之植栽配置，及原有植栽與新植栽之位置與數量計算)，灌溉系統、

各種指標位置。圖面比例尺不得小於 1/500。 

(八)基地其他設施圖 

載明基地需設置水塔、儲液(氣)槽、風扇、冷卻塔、機房、垃圾

箱等設備，配置於地面之固定設施物、立面之附加物、屋頂之附加物

及其遮蔽設施等的位置、平面、立面、剖面、細部大樣、材料、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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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遮蔽設施之遮蔽效果。圖面比例尺不得小於 1/100。 

(九)興建年期 

應標明全案興建年期，若有分期分區興建計畫應簡要述明各期位

置、使用強度、交通動線、停車、景觀及各項管線銜接介面等關係處

理。 

(十)建物及開放空間景觀管理維護執行計畫。 

二、請照需檢附文件 

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時，除應符合建築相關法令規定外，並檢附

服務中心發給之「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建築景觀管制預審許可

書」。 

三、申報開工需檢附文件 

申報工程開工時，除應符合建築相關法令規定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景觀施工計畫書 

載明景觀工程概要，景觀工程施工程序及預定進度，景觀工程施

工方法及作業時間，原有植栽保存區配置及其保護圍籬型式，因施工

需遷移之植栽數量、配置及處理方式，植栽移植季節之處理方式，並

檢附移植完成之照片及保護圍籬照片。 

(二)施工安全維護措施圖說 

載明棄土外運及客土外借之土方量及棄取地點，工程車輛出入本

工業區時間及路線，基地施工安全圍籬之材料、型式、色彩及配置，

施工區車輛出入口配置、數量、寬度及地坪保護措施、洗車及污泥水

沉澱處理設備內容及配置，臨時性建築物型式、色彩及配置。 

四、申請使用執照需檢附文件 

申請使用執照時，除需檢附建築法規定之圖說外，並應包括下列文件： 

(一)竣工圖：需包含景觀、指標及基地其他設施物竣工平面圖、立面圖及

細部圖，並提供電腦圖檔。 

(二)竣工照片：需包含景觀、指標及基地其他設施物竣工照片（包括植栽

及其支撐、灌溉系統、指標及基地其他設施物各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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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屬建築執照管理項目之工程申請流程 

非屬建築執照管理項目之工程應依本要點規定向服務中心申請工程開

工許可及工程使用許可。其申請流程如下： 

(一)開工前檢附申請公文、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由服務中心依據本要點進

行審核，其審核時間共需兩週，通過後送縣政府核審。 

(二)工程完工使用前，應經服務中心查驗許可，方可使用。查驗時檢送之

文件，應包括下列各項： 

1.原領之工程開工許可公文副本。 

2.工程及相關之景觀、指標和基地其他設施物竣工圖。 

3.工程及相關之景觀、指標和基地其他設施物竣工照片。 

六、申請增建、改建或變更設計需檢附文件 

廠區內的建物需增建、改建或變更設計時，仍必須交由本工業區服務

中心做預先審核後，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6頁，共 10 頁 

肆、細部計畫相關規定 

一、建築物配置管制 

(一)建築物高度管制 

1.管制目的 

建築物高度管制之目的，主要係在考量分區使用機能，有效控制計

畫區天際線之變化，避免計畫區某些單一建築之突兀表現，破壞計

畫區整體景觀協調美感。 

2.管制規定 

計畫區之建築物管制設定如下表所示。惟若因使用機能或特殊需求

而高者（如建物設備、電梯、樓梯及煙囪、變電所、電信機房之鐵

塔、配水池之水塔等），得經管理單位同意後為之。 

各類用地別建築物高度管制表 

用   地   別 建物高度 樓層數 

產業用地(一)/生產事業用地 27公尺 6樓 

產業用地(二)/相關產業用地 30公尺 8樓 

公共設施用地(服務中心部分)  30公尺 8樓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10公尺 3樓 

社區用地 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備註：土地使用別名稱為：產業創新條例用地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用

地別，如兩者名稱相同者，僅列其一，以下同。 

 

(二)指定建築線退縮管制 

1.指定建築線退縮規定 

依工業區坵塊為達景觀、防災功能的需要，其指定退縮線原則規定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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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用地別建築物之各種坵塊指定退縮線表 

用   地   別 
基地面臨(含側臨) 

道路建築退縮深度 

未臨道路 

左右側 背側 

產業用地(一)/生產事業用地 3公尺 4公尺 4公尺 

產業用地(二)/相關產業用地 3公尺 

依建築技術規

則相關規定辦

理 

公共設施用地(服務中心部分)  3公尺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3公尺 

社區用地 
依建築技術規則

相關規定辦理 

 

2.退縮地使用準則 

(1)退縮地之綠化植栽不得造成消防車通過時之阻礙。 

(2)坵塊廠地區界得設置圍牆材質高度依管理單位規定施作。 

(三)建築物立面處理原則 

1.建物立面造型 

廠區坵塊臨較寬街道之正面建物其立面處理為多樣化的水平或垂

直分割，避免形成傳統「盒狀」工業廠房的意象。 

2.立面材料 

廠區建築物表面材質應考慮永久性，禁止使用易致污染、公害或易

燃性之材料，並限制使用石棉瓦、塑膠浪板及未經處理之混凝土、

金屬浪板、水泥粉光表面 COATING處理者。 

3.立面色彩 

(1)廠區建築物之色調應採用明亮度較高，彩度較低的色彩，以突

顯現代化、新穎之意象。 

(2)廠區建築物不准許完全使用灰泥來裝飾建築物外表做為建築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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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面開口 

廠區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正面及建築物立面，其開口面積至少為該立

面面積之 15%，如有特殊需求經服務中心核准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交通動線系統管制 

(一)基地出入口及私設道路 

1.產業用地(一)/生產事業用地部份 

(1)基地同時臨接主、次要道路時，盡量避免在主要道路設置貨車

出入口。 

(2)基地車輛出入口不得超過兩處，唯小汽車停車位設置數每超過

150輛時，得增加一處出入口。 

(3)基地汽車出入口寬度不得大於 6 公尺，貨車出入口寬度不得大

於 12公尺。 

(4)基地車輛出入口與計畫道路交叉口最小距離至少為 15公尺。 

2.社區用地部份 

(1)基地臨接 16公尺道路側，不得直接設置個別停車庫出入口。 

(2)私設道路之道路形式，避免採用直接穿越社區用地之內部道

路，降低非必要性過境車流對生活空間之負面衝擊。 

(3)私設道路之出入口與計畫道路交叉口最小距離至少為 15公尺。 

(二)停車空間 

基本停車數量其規定如下表所示。 

各類用地別應提供停車位數量計算表 

用地別 應提供小客車車位數 應提供機車車位數 

產業用地(一)/

生產事業用地 

總樓地板面積每 1,000 平

方公尺或零數應增設一席

停車位。 

左列小客車車位數之

80%。 

產業用地(二)/

相關產業用地 

總樓地板面積每 650 平方

公尺或零數應增設一席停

車位。 

 

左列小客車車位數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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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別 應提供小客車車位數 應提供機車車位數 

公共設施用地

(服務中心部分) 

總樓地板面積每 650 平方

公尺或零數劃設一席停車

位。 

左列小客車車位數之

80%。 

社區用地 

 

依下列二種方式計算取其

數量高者： 

1. 每戶至少一席停車位。 

2. 總樓地板面積每 150 平

方公尺或零數劃設一席

停車位。 

以左列小客車車位數

之 1.2倍計算。 

三、道路設計準則 

為確保本工業區內道路之服務水準，區內新設之道路應依循本道路寬

度設計準則。 

 

用地別 道路寬度 

產業用地(一)/生產事業用地 12公尺 

社區用地/社區用地 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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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區產業用地(一)/生產事業用地及產業用地(二)/相關產業用地為配

合區內公共管線工程而於臨路退縮 3 米之土地下層埋設公共管線，廠

商構築建物時應報請本區服務中心同意後始得開挖，以免破壞地下公

共管線。 

二、本區產業用地(一)/生產事業用地及產業用地(二)/相關產業用地，未

臨道路之左右、背側應設置安全防災綠帶，寬度應維持 4 公尺（消防

車行駛最小路寬）安全防災綠帶不得種植灌木或喬木，只可種植匍匐

地被式植物，亦不得豎立裝置物，造成消防車通過時的阻礙。 

三、社區用地/社區用地之社區中心用地（社-A）北側須配合退縮 10公尺，

做為公用人行步道以連貫毗鄰公園間「綠廊道」步道系統。 

四、社區中心用地面臨道路得設置騎樓。 

五、各廠區坵塊之基地線臨主要面前道路以不設圍籬為原則，如需設置圍

籬時，設置位置應位於退縮綠帶外，其圍籬應採透空率 50%以上之方式

處理，並且圍籬本身及其周圍環境景觀應予以美化或種植蔓藤綠化。 

六、產業用地(二)/相關產業用地之相 1-1~相 1-18、相 2-1~相 2-26、相 4、

相 5-1、相 5-2及相 7不適用本要點「伍、其他規定事項」第二點之管

制，分割合併或合併分割後亦同。 

 

 

 

 

 

 

 

 

 

 

 



 第 11頁，共 10 頁 

經濟部工業局會議紀錄 
 

「召開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建築景觀管制要

點(第 1次修訂)』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 間：99年 11 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地 點：本局工業區組會議室 

參、主 席：潘組長素禎 記錄：劉培毅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雲林縣政府：未派員 

台灣絲織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許嚴介、黃炤芳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張禹亮 

本局雲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許小萍 

本局產業園區發展推動辦公室：胡瑞奇、孫尉哲、鄧秋霞 

本局工業區組(產業用地科)： 

本局工業區組(開發更新科)：鄒宇新、劉培毅、黃士勛 

伍、主席致辭：(略) 

陸、會議結論： 

一、 為配合「產業創新條例」公布施行，請於本次修訂之「建

築景觀管制要點」各類用地名稱，增加依「產業創新條

例」內容所訂之各類用地名稱。 

二、 「建築景觀管制要點」P.6各類用地建物之各種坵塊指定

退縮線表中，生產事業用地之未臨道路左右側及背側退
縮欄，請修正為 4 公尺；相關產業用地之基地面臨（含

臨側）道路建築退縮深度欄請修改為 3 公尺；最下列相

關產業用地列重複，請刪除。 

三、 「建築景觀管制要點」P.8各類用地別應提供停車位數量

計算表中，生產事業用地之應提供小客車車位數欄，「…

每 1,000平方公尺…」文字有誤，請修正。另各類用地之
停車位數量請依細部計畫之規定修正之，如細部計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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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較「建築技術規則」寬鬆者，則以「建築技術規則」

之規定為準修正之。 

四、 「建築景觀管制要點」P.10 第 11行，有關設置騎樓規定，

請刪除「及相關產業用地」。 

五、 雲林科技工業區竹圍子區細部計畫第七次變更計畫書
中，若有涉及本次修訂之建築景觀管制要點，請規劃單

位配合內容一併修正。 

六、 台灣絲織開發公司依據會議結論事項修正之「建築景觀

管制要點」已經本局產業園區發展推動辦公室及雲林科

技工業區服務中心確認後如附件，請本局雲林科技工業

區服務中心據以辦理後續事宜。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