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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第第第 6666 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一一一一、、、、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二二二二、、、、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案 1：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5 次委員

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報告案 2： 花蓮萬榮鄉及臺東金峰鄉增設自動櫃員機

(ATM)案，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報告案 3： 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行現況及未

來展望，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經濟部 

報告案 4：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經濟部 

報告案 5： 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構想，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張經理

景煇 

三三三三、、、、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討論案： 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案(草案)，提

請  討論。 

提案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四四四四、、、、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五五五五、、、、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1111：：：：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

第第第第 5555 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形形形，，，，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 1-1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111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第第第 5555 次委員會次委員會次委員會次委員會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事項辦理情形事項辦理情形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說明： 

一、 本小組第 5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歸納計有 4 項，其辦

理情形彙整如附件。 

二、 前次會議第 1 項決議事項，有關黃委員勝雄所提在無

醫院之鄉鎮，增設群體醫療中心之建議，請衛生署請

教委員，並予妥善評估處理一節，衛福部刻正研議山

地原住民鄉「缺醫鄉」醫療可近性改善規劃方案，有

關黃委員所提建議業已納入方案考量。 

三、 前次會議第 3 項決議事項，請內政部邀集相關單位，

研擬推動花東合作事業具體方案一節，內政部已於

102 年 9 月 4 日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會議結論略

以：針對本專案小組委員所提花蓮及臺東二修正版本，

請整合後送內政部彙整，再送各委員審閱，如無意見，

即陳送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討論，如有不同

意見，再召開會議研商。 

四、 前次會議第 4 項決議事項，有關花東基金後續相關投

資執行情形及成效，請經濟部按季提報推動小組一節，

經濟部業已研修提高花東投資之共同投資搭配比率

及管理費等誘因機制，並預計 102 年 10 月底前，至

花蓮及台東各辦理 1 場說明會，加強廣宣相關方案內

容，俾利有募資意願之潛力企業知悉運用，並取得所

需資金。 

決定： 

 



 

 

 



 

 

1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5555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及追蹤管制表辦理情形及追蹤管制表辦理情形及追蹤管制表辦理情形及追蹤管制表    

102.8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1 

有關黃委員勝雄

所提在無醫院之

鄉鎮，增設群體醫

療中心之建議，請

衛 生 署 請 教 委

員，並予妥善評估

處理，如有必要，

可擬具計畫循序

報核辦理。 

衛福部 

衛福部業於 102 年 7 月 1 日以衛署照字第

1022863545 號函回復黃委員。衛福部刻正研議

山地原住民鄉「缺醫鄉」醫療可近性改善規劃

方案，有關黃委員所提建議業已納入方案考量。 

2 

請花、東二縣政府

依據結論修訂完

成綜合發展實施

方案(定稿本)，儘

速提送行政院核

定。 

花、東二縣

政府 

1. 「花蓮縣(101-104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業經行政院 102 年 6 月 25 日院臺經字第

1020029238 號函核定。 

2. 「臺東縣(101-104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業經行政院 102 年 6 月 18 日院臺經字第

1020029378 號函核定。 

3 

有關「推動花東合

作事業，強化地方

產業發展方案」，

請內政部邀集相

關單位，以及提案

委員共同組成專

案小組，研擬具體

方案。本方案經專

案小組審查同意

後，再提報推動小

組討論。 

內政部 

本案已於 102 年 9 月 4 日下午 1 時假花蓮勞工

育樂中心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會議

結論略以：針對本專案小組委員所提花蓮及臺

東二修正版本，請整合後送內政部彙整，再送

各委員審閱，如無意見，即陳送行政院花東地

區發展推動小組討論，如有不同意見，再召開

會議研商，會議地點暫定臺東。 

4 

花東基金加強投

資花東地區企業

實施方案(草案) 

原則審查通過，後

續相關投資執行

情形及成效，請經

經濟部 

1. 花東基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企業實施方案

(草案)業於 102 年 6 月 19 日「花東地區永

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2 次會議」提案報告，

並經決議草案文字於法務單位檢視後，提報

行政院核定。 

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依前揭草案研修提高花

附件 



 

 

2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濟部按季提報推

動小組。 

東投資之共同投資搭配比率及管理費等誘

因機制，於 102 年 7 月 18 日函報國發基金，

8 月 2 日經獲國發基金同意，後續將辦理「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

施方案作業要點」修訂作業。 

3. 預計 102 年 10 月底前，將至花蓮及台東各辦

理 1 場說明會，廣邀企業及相關法人參與，

並加強廣宣相關方案內容，俾利有募資意願

之潛力企業知悉運用，並取得所需資金。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2222：：：： 花蓮花蓮花蓮花蓮縣縣縣縣萬榮鄉及臺東萬榮鄉及臺東萬榮鄉及臺東萬榮鄉及臺東縣縣縣縣金峰鄉金峰鄉金峰鄉金峰鄉

增設自動櫃員機增設自動櫃員機增設自動櫃員機增設自動櫃員機(ATM)(ATM)(ATM)(ATM)案案案案，，，，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 2-1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2222：：：：花蓮花蓮花蓮花蓮縣縣縣縣萬榮鄉及臺東萬榮鄉及臺東萬榮鄉及臺東萬榮鄉及臺東縣縣縣縣金峰鄉增設自動櫃員機金峰鄉增設自動櫃員機金峰鄉增設自動櫃員機金峰鄉增設自動櫃員機

(ATM)(ATM)(ATM)(ATM)案案案案，，，，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說明： 

一、 查全國所有鄉鎮市區中，僅有 3 個鄉連一台自動櫃員

機(ATM)都沒有，其中花東地區就有 2 處，分別是花

蓮縣萬榮鄉及臺東縣金峰鄉，為符合社會公平，以及

提供在地民眾基本公共服務，本小組薛召集人隨即指

示由本會研商處理。 

二、 經本會就兩鄉自動櫃員機之增設及使用現況進行初

步評估，認為沒有自動櫃員機的確造成兩鄉民眾提款

及匯款之不便，建議其增設應有必要，以符合社會公

平。增設地點考量使用之方便、安全及機器之維護保

養等因素，則建議以鄉公所為相對較佳之處所。 

三、 案經薛召集人協調銀行公會，以及指示本會持續溝通

協調後，新光銀行及彰化銀行在第一時間內響應增設

自動櫃員機，並於 8月初分別赴臺東縣金峰鄉及花蓮

縣萬榮鄉拜會鄉公所，進行前置作業討論，復於 9 月

初完成自動櫃員機設置作業，預計分別於 9 月 14 日

及 15 日正式啟用，往後在地民眾只需到鄉公所即可

辦理提款及匯款事宜，將可大幅提升生活之便利性，

並使花東地區鄉鄉都有自動櫃員機。 

決定：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3333：：：： 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

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行現況及未來展望，，，，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公公公

鑒鑒鑒鑒。。。。    



 

 

 



 

 

報 3-1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3333：：：：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花東地區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

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告單位：經濟部 

說明： 

一、 深層海水產業之推動，係依據行政院 94 年 4 月 12 日

院臺經字第 0940011375 號函核定之「深層海水資源

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辦理。該綱領要求，由經

濟部彙整各部會實施計畫，於 94 年度研提第 1 期實

施計畫報行政院，並由各分工部會編列經費，於 95

年度開始推動。經濟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遂研提

「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實施計畫」(第 1

期)(簡稱第 1期實施計畫)，並奉行政院 95 年 1 月 23

日院臺經字第 0950001163 號函核定實施，由經濟部

水利署、技術處、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國際貿易局、

中小企業處、能源局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單位共同

推動，以整合政府資源，推動深層海水產業之發展。 

二、 第 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程原定為 95 年至 98年，計畫

總經費 18.732億元（經濟部 9.492億元，農委會 9.24

億元），後經 2 度報院核定修正實施計畫，執行期程

展延至 100 年，計畫總經費調增為 23.125 億元（經

濟部 13.885 億元，農委會為 9.24 億元）；第 1 期實

施計畫工作項目包括：1.「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

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幕僚作業；2.開發場址海域特

性調查及研究；3.協助產業進行深層海水開發利用研

發；4.引水工程申請作業規範；5.深層海水產業市場

調查及應用研究；6.深層海水產業育成、創新輔導；

7.檢討修訂法規及獎勵優惠措施、扶植產業發展；8.



 

 

報 3-2 

深層海水檢測驗證技術研發及制度建立；9.深層海水

產品行銷輔導；10.籌建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計畫－

臺東支庫。 

三、 第 1期實施計畫之分工如下： 

（一） 經濟部水利署：辦理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

業發展推動小組幕僚作業、建立深層海水資源海域

環境調查、規劃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

發模廠計畫、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深層海水產業與服

務推廣的工作； 

（二） 經濟部技術處：辦理服務型科專及業界科專，進行

深層海水關鍵技術開發； 

（三） 經濟部工業局：輔導業者進行產品開發、檢討修訂

法規及獎勵優惠措施； 

（四） 經濟部標檢局：建立深層海水檢測技術、標準及認

證制度； 

（五）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產品行銷輔導； 

（六）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產業育成輔導； 

（七） 經濟部能源局：辦理深層海水冷能利用； 

（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籌建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

臺東支庫計畫。 

四、 第 1期實施計畫執行完畢後，經濟部所屬機關仍持續

以專案計畫方式，辦理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工作。並且，

自 101 年起，經濟部持續舉辦專家及廠商座談，針對

產業發展成效進行檢討。座談會與會代表咸認國內的

深層海水產業已初具基礎，惟尚須由政府各相關單位

持續積極推動，以擴大進行產業化之發展。考量為協

同各相關單位進行產業推動工作，明確事權分工，研



 

 

報 3-3 

訂第 2期實施計畫，有其必要。另外，第 1期實施計

畫建置之取水設施，其後續產業化應用除既有已發展

之食品飲料及化粧品等領域，尚須積極應用於農漁業、

藻類養殖等領域，以充分使用規劃抽取之海水量及提

升整體產值；且「經濟部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

及其他推動工作仍有公共建設預算需求，故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 102 年 4 月 24 日「跨部會深層海水資

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第 8次委員會議」已決議，

由經濟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訂「深層海水資源利

用及產業發展實施計畫」第 2期（103-106年度），以

確立產業推動之實施策略與執行方案，並明定必要之

執行工作，以充分發揮政府施政之效能。 

五、 本案刻由經濟部辦理相關單位研擬計畫之彙辦及橫 

向協商事宜，經濟部已於 102 年 8 月 23 日由工業局

呂正華副局長主持召開「研擬『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

產業發展實施計畫』第 2期（103 至 106年）意見交

流座談會」；另於本（102）年 9 月 9 日由經濟部杜紫

軍次長及農委會胡興華副主委共同主持研擬內容確

認會議；兩次會議皆邀請產官學研代表與會。 

六、 將於召開會議確認計畫實施內容後，儘速提報行政院

核定，期望透過相關計畫的協助建構臺灣東部成為環

太平洋最具特色的深層海水產業廊道；目前第 2期實

施計畫之規劃方向如下： 

（一） 經濟部暨所屬機關：透過持續投入技術研發，擴

大深層海水原料於製造業之產業化應用，並建立

深層海水之觀光體驗、教育之利用示範場域；協

助地方政府開發產業園區。 



 

 

報 3-4 

（二） 農委會暨所屬機關：保育重要水產生物的遺傳資

源，推動養殖產業及水產高科技產業發展，擴大

深層海水於植物栽培及水產養殖之產業化應用。 

七、第 1期實施計畫檢討與第 2期調整因應方式 

第第第第 1111 期計畫成果檢討期計畫成果檢討期計畫成果檢討期計畫成果檢討 第第第第 2222 期計畫調整因應期計畫調整因應期計畫調整因應期計畫調整因應 

政府推動工作及投入

資源未經整合，執行單

位重複辦理近似項

目，未能達成產業發展

之預期效益。 

• 第 2期實施計畫之研擬，相關單位應充分進

行研商及協調工作，以確定必要產業推動工

作之事權及分工，並避免資源之重複投入。 

• 經濟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自103年起由

單一執行單位營運，專責深層海水技術研發

及產業推動工作，並協助地方政府進行產業

發展工作。 

• 經濟部與農委會明確分工，分別推動產品加

工製造、觀光體驗、教育，及植物栽培、水

產養殖之相關產業化應用。 

相關基礎及應用研究

不足，對產業發展提供

之支援有限，並間接影

響產業推廣及產品行

銷之效果。 

• 政府單位於第2期實施計畫中應納入相關項

目，加強研究工作之進行。 

• 促進學術界參與投入深層海水相關基礎及

應用研究，並與產業界及研究單位深入合

作，以提升國內研究，厚實產業發展基礎。 

政府興建之取水設施

尚未能穩定供水，延緩

投入產業發展之進程。 

• 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無法正常供水之情

況，應由經濟部水利署積極與施工廠商釐清

責任，並視風險評估及實際使用需求考量變

更設計，盡速完成重新布管工作。 

• 經濟部技術處同步規劃布設備援管線，以提

高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水及供水之穩

定性。 

決定：



經濟部

102年09月14日

花東地區深層花東地區深層花東地區深層花東地區深層海海海海水水水水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執行現況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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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一一一一、、、、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原稱之「深層海水」，係指
海平面200公尺以下之海水，惟經濟部經諮詢國內學者及廠商之意見，
並考量國內產業當前實際應用深層海水之情形及對未來產業發展之影響，
建議可修正為海平面600公尺以下之海水，以確保深層海水之潔淨特性；
我國深層海水之確切定義擬由「深層海水利用學會」經資料收集及討論
後，進行檢討及修正。

特性及利用特性及利用特性及利用特性及利用優勢優勢優勢優勢：

特性 利用優勢
低溫安定性 深層海水因終年無法照射到陽光，因此水溫常年保持在一穩定的低溫

狀況，故適合朝冷能應用開發或低溫生物之養殖。
潔淨無汙染 海水對流狀況大多發生於表層海水，因此人為污染不易到達、微生物

含量也極少，所以適合朝飲用水或食品加工等應用方向開發。
礦物元素多 深層海水富含生物代謝所需的鈉、鉀、鈣、鎂離子及多種微量元素，

因此適合作為食品加工、發酵應用、工業產品或農漁業的使用。
營養鹽豐富 由於深海缺乏光合作用，因此蘊含豐富的營養鹽，故適合朝食品發酵

或農、漁產業等方向進行應用。 3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一一一一、、、、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 第1期實施計畫推動緣由：依據行政院94年核定「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
綱領」之要求，經濟部彙整各部會實施計畫，於94年度研提第1期實施計畫報院，並
由各分工部會編列經費以利95年度開始推動；計畫期程原為95至98年，後經展延至
100年，總經費19億元。

深層海水之應用範疇與相關主政部會：

4

範疇/規格 用途 主政部會

原水利用 冷能利用
冷房應用、冷藏設備
水療SPA、觀光 經濟部
低溫農業、植物栽培 農委會

水產養殖 水產生物、藻類之養殖 農委會

分水利用

淡化海水 包裝/機能飲用水 經濟部
深層海鹽 透析劑、食品添加鹽、調味劑、飲料水、

化學製劑、肥料、飼料等 經濟部

礦物質濃縮液
透析液、健康食品、食品（酒）調味劑、
豆類製造、化粧保養用品、肥料、飼料、
發酵助劑等

經濟部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各工作項目及執行單位投入經費： (單位：千元)

5

工作項目 主辦機關 公共建設經費 單位預算
一、「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幕僚作業 水利署 － -
二、開發場址海域特性調查及研究 水利署 36,449 -
三、協助產業進行深層海水開發利用研發 水利署、技術處、工業局 130,000 108,578
四、引水工程申請作業規範 水利署 3,960 -
五、深層海水產業市場調查及應用研究(含深層海水

模廠新建工程) 水利署、技術處、能源局 445,883 42,866
六、深層海水產業育成、創新輔導 水利署、技術處、中小企業處 56,983 -
七、檢討修訂法規及獎勵優惠措施、扶植產業發展 工業局 - -
八、深層海水檢測驗證技術研發及制度建立 檢驗局 129,991 -
九、深層海水產品行銷輔導 貿易局、工業局、中小企業處 27,200 162
十、籌建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臺東支庫 農委會 924,000 -

小計 1,754,466 151,606
合計 1,906,072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果成果成果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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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作項目(經費) 重要成果

水
利
署

辦理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
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幕僚作業

� 協助召開7次跨部會推動小組會議。
� 辦理園區計畫審查會議、產業座談會及相關研商會議；配合行政院經建會辦理
促進投資擴大招商活動。

開發場址海域特性調查及
研究 (36,449千元)

� 完成宜蘭南澳、花蓮和平、七星潭、臺東知本及金崙等５處深層海水潛力場址
海洋環境調查。

成立「深層海水資源科技
發展研究中心」，辦理相
關研發 (130,000千元)

� 辦理「深層海水研發模廠計畫」陸域地質調查分析及細部規劃。
� 進行藻類相關應用研究及技術研發；辦理冷能利用規劃。
� 發行產業通訊及電子報；辦理座談會、成果發表會及相關產業服務；辦理東部
3縣市最適發展產業分析暨經濟效益評估。

引水工程申請作業規範
(3,960千元)

� 完成「深層海水取水工程技術參考手冊」及「深層海水取水工程審查作業規
範」。

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
標技術研發模廠計畫
(445,883千元)

� 完成「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標技術研發模廠」新建工程，建立本土化海事
布管施工技術。

深層海水產業育成、創新
輔導 (56,983千元)

� 辦理深層海水產業人才培育。
� 補助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辦理園區開發、國際研討會、相關產業發展
規劃及行銷推廣活動；輔導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地方業者分別開發20、
10、27項深層海水特色產品。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果成果成果成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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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作項目(經費) 重要成果

技
術
處

利用服務型科專及業界科
專，進行深層海水關鍵技
術開發 (135,260千元)

� 協助深層海水產業進行技術研發（業界科專）。
� 建置分水、淡化技術研發及深層海水特性資料庫。
� 研發深層海水與飲料及食品添加之產業應用技術
� 推動深層海水系統服務科專計畫。
� 辦理產業市場調查及深層海水產品加值創新應用規劃。
� 辦理深層海水產品與觀光休閒產業之整合應用。

工
業
局

輔導業者進行產品開發
(2,098千元) � 輔導開發深層海水釀造醬油、醋、果醬及熱狗等加工產品。
輔導業者申請食品GMP認
證 (162千元) � 輔導業者之深層海水相關產品申請食品GMP認證，總計通過12項。
檢討修訂法規及獎勵優惠
措施

� 修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於重大工業設施中增列「深層海
水產業園區」項目。

能
源
局

辦理深層海水冷能利用
(14,086千元)

� 辦理「複合式溫差發電應用研究」、「複合式溫差發電示範電廠可行性研究及
初步設計」及相關協商會議。

� 完成複合式溫差發電示範電廠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設計，並於花蓮建置瓩級海洋
溫差發電示範機組。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果成果成果成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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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作項目(經費) 重要成果

標
準
檢
驗
局

建立深層海水檢測技術、
標準及認證制度
(129,991千元)

� 制定深層海水水質檢驗法之國家標準31種。
� 訂定「深層海水自願性產品驗證實施辦法」。
� 制修訂並公告深層海水自願性產品驗證標準(VPC)共計10項，目前可受理包裝
飲用水、食鹽、濃縮礦物質液、酒類、食用醋、運動飲料及果蔬汁等7項深層
海水食品類產品驗證申請。

� 促請行政院衛生署修訂「食鹽衛生標準」第二條，將深層海水食鹽之氯化鈉含
量訂為95％以上，以符合產業現況。

� 辦理「深層海水包裝飲用水產品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共8家24項產品
取得自願性產品驗證並核發VPC證書。針對實際取水3家公司之深層海水原水
定期採樣檢測。

� 以特約檢驗方式，核發22批深層海水產品外銷證明文件，協助業者順利拓展外
銷市場。

� 「深層海水教育中心」啟用，辦理深層海水產業應用宣導活動。
中
小
企
業
處

產業育成輔導
� 東部獲本處補助之育成中心持續配合辦理深層海水相關企業培育及輔導工作。
爰95~100年，累計協助育成中心進駐企業累計共28家。

� 進行深層海水資源開發利用方案相關宣導活動共15場。
� 協助育成企業參加深層海水相關知識研討及產品展售活動共30場。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果成果成果成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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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作項目(經費) 重要成果

國
際
貿
易
局

產品行銷輔導 (27,200千元)

� 協助業者拓展海外市場及通路：(1)徵集業者參與拓銷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等目標
市場之國際展會，計18展團，參與廠商共計78家次，共爭取商機約1,225萬美
元。(2)於中國大陸通路共20個門市辦理品嚐活動，協助業者進駐通路長期展
售。

� 提升產品品牌形象與國際知名度：(1)配合展覽設置「臺灣深層海水樂活館」，
搭配辦理產品發表會計6場。(2)編製台灣深層海水產品宣傳手冊；製作產業形
象影片3支。(3)進行專題報導13則，累計於平面及子媒體曝光達41次。

� 市場資訊蒐集與擴散：(1)建置深層海水產品行銷諮詢及商情媒合平台，完成產
業快訊132則，產品情報119則，及知識專區資料136則。(2)辦理5場國內外產
業研討會、8場行銷培訓課程，協助業者掌握市場需求資訊、強化產品行銷能
力，累計719人次參與。

行農
業

政委
員

院會

籌建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
臺東支庫計畫
(924,000千元)

� 興建「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種原庫」。
� 利用深層海水進行九孔繁殖試驗。
� 以冰水機模擬深層海水設置「根域冷溫系統」之溫控示範栽培溫室。
� 蒿茼及菠菜之夏季根域冷溫栽培。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95～～～～100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期實施計畫期實施計畫期實施計畫檢討與改進檢討與改進檢討與改進檢討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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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計畫成果檢討 第 2 期計畫調整因應

政府推動工作及投入資源
未經整合，執行單位重複
辦理近似項目，未能達成
產業發展之預期效益。

• 第2期實施計畫之研擬，相關單位應充分進行研商及協調工作，以確定必
要產業推動工作之事權及分工，並避免資源之重複投入。

• 經濟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自103年起由單一執行單位營運，專責深層
海水技術研發及產業推動工作，並協助地方政府進行產業發展工作。

• 經濟部與農委會明確分工，分別推動產品加工製造、觀光體驗、教育，
及植物栽培、水產養殖之相關產業化應用。

相關基礎及應用研究不足，
對產業發展提供之支援有
限，並間接影響產業推廣
及產品行銷之效果。

• 政府單位於第2期實施計畫中應納入相關項目，加強研究工作之進行。
• 促進學術界參與投入深層海水相關基礎及應用研究，並與產業界及研究
單位深入合作，以提升國內研究，厚實產業發展基礎。

政府興建之取水設施尚未
能穩定供水，延緩投入產
業發展之進程。

• 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無法正常供水之情況，應由經濟部水利署積極與
施工廠商釐清責任，並視風險評估及實際使用需求考量變更設計，盡速
完成重新布管工作。

• 經濟部技術處同步規劃布設備援管線，以提高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
水及供水之穩定性。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期期期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95～～～～100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銜接第銜接第銜接第銜接第1期及第期及第期及第期及第2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101~102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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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及農委會101～102年以公務預算執行之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工作：

單位 工作項目 重要成果

經濟部
技術處

經濟部東部深層海
水創新研發中心營
運(87,426千元)

� 辦理低溫特用作物及冷能溫室環境控制技術、高值化菌類生化工程技術研
發；辦理深層海水排放水水質定期檢測、海洋生物(藻類)及海洋藥用生物
技術開發(海馬)之活性物質應用開發等。

� 建置深層海水礦物質原料製程技術。
� 辦理研發中心營運整備，建立「東部產學創新研發資源共享與服務平台」。

經濟部
工業局

深層海水產業化推
動(34,727千元)

� 建構產業發展推動體系、進行深層海水產業專題研究、辦理深層海水產業
調查統計分析、建立深層海水產業技術知識服務平台。

� 辦理輔導廠商進駐育成中心，促成產學研合作研究，申請政府計畫開發創
新產品、產業訪視諮詢診斷。

� 辦理產業推廣及產品行銷輔導。

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

辦理深層海水驗證
制度建立與推廣
(1,480千元)

� 公告深層海水「化粧水類」、「洗臉用化粧品類」、「茶飲料」及「添加
鎂離子之深層海水機能性食品」等4項深層海水自願性產品驗證標準。

� 完成深層海水水質館新建工程，辦理深層海水驗證工作。
� 辦理國中小學深層海水產業應用宣導活動。

壹壹壹壹、、、、第第第第1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期實施計畫執行情形（（（（95～～～～100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銜接第銜接第銜接第銜接第1期及第期及第期及第期及第2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期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101~102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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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作項目 重要成果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深層海水在水產養
殖及農業溫控栽培
之多元利用
(46,529千元)

� 101年9月28日完成「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種原庫」新建工程
之驗收，目前正式營運中。

� 利用深層海水養殖高經濟水產生物，並規劃建置符合SPF規範之養殖管理
制度及輔助設施。

� 利用深層海水低溫之特性收集及保存臺灣周邊海域重要鮪類種原及高經濟
價值貝類種原。

� 利用深層海水培育微細藻類及大型藻類，藻類具功能性及多元利用，除可
作為水質淨化、糧食、健康食品、美容醫療用品外，亦可作為節能減碳、
提煉藻膠及生質能源等用途。

� 進行深層海水在農業溫控栽培之多元利用研究，包括春石斛及蝴蝶蘭之涼
溫催花研究、宮燈百合之栽培研究，以及芫荽、菠菜與茼蒿之夏季栽培研
究等。

經濟部及農委會101～102年深層海水產業推動工作：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措施措施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一一一一、、、、政策依據及實施作法政策依據及實施作法政策依據及實施作法政策依據及實施作法

政策依據政策依據政策依據政策依據：：：：

一一一一、、、、「「「「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
第1期期程為95年度至98年度，第2期視第1期推動成效再予檢討。

二二二二、、、、102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25日經建會日經建會日經建會日經建會「「「「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第第第第8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次委員會議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第1期實施計畫建置之2處研發中心，未來除了以食品、飲料及化粧品等應用領域

為發展方向，另水產養殖及植物栽培亦須積極開發應用，以提升整體產值，爰繼

續辦理第2期實施計畫實有必要，故請經濟部、農委會及相關單位積極研訂「深層

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實施計畫」第2期（103-106年度）。

實施作法實施作法實施作法實施作法：：：：
經濟部積極辦理相關單位研擬計畫之橫向協商事宜，包含與地方政府之溝通聯繫；

各相關單位並於研擬計畫時評估納入監察院建議方向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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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產生物種原庫（農委會）
● 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經濟部）

● 花蓮七星潭海域
（民間業者自行取水營運）

花
蓮
七
星
潭

臺
東
知
本

世易（東潤）-民間
光隆生技-民間

台肥-民間

水產生物種原庫-農委會
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經濟部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措施措施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國內產業分析國內產業分析國內產業分析國內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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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深層海水取水設施位置圖：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國內產業分析國內產業分析國內產業分析國內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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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面積
（公頃）

已投資金額*
（億元）

發展方向

E園區 45 8
取水量：800 噸/日
應用
方向

分水利用 提供深層海水原水、濃縮液及海鹽。
產品開發 瓶裝水、鹽、醃漬食品、酒。

K 園區 24 7
取水量：2,560 噸/日
應用
方向

分水利用 提供深層海水原水、濃縮液及海鹽。
產品開發 瓶裝水、運動飲料、鹽、一般食品、高粱酒。

T 園區 64 22.8
取水量：2,400 噸/日
應用
方向

分水利用 提供深層海水原水、濃縮液及海鹽。
產品開發 瓶裝水、機能飲品、鹽、一般食品。
觀光體驗 目前開放海礦體驗館，未來朝觀光體驗與渡假全區規劃。

水產生物
種原庫 6.46 9.24

取水量：4,000噸/日
應用
方向

水產養殖 水產生物保種育種、無特定病原種魚及幼苗培育、大型藻、
微細藻及其他餌料生物培育、水產生物繁養殖技術開發。

農業應用 溫控栽培、種苗生產、產期調節。
深層海水創新
研發中心 1.7 4.4

取水量：(暫時無法取水 )
應用
方向

分水利用 提供深層海水原水、濃縮液及海鹽。
觀光體驗 提供冷能、教育及觀光體驗。

合計 142.16 51.44
*：截至102年8月為止之統計資料，其中，民間企業共投資37.8億元，政府機關共投資13.64億元。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國內產業國內產業國內產業國內產業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臺灣競爭力分析臺灣競爭力分析臺灣競爭力分析臺灣競爭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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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劣勢
•臺灣鄰近全球特有之深層海水天然資源
•臺灣具有取臺深層海水之成本優勢
•臺灣位處亞熱地區，冷能特性可降低能源耗損
•國內可自主開發生產深層海水原料，成本較低
•基礎原料已能量產，可供應於飲用水、機能飲
料、其他加工食品及化粧保養品產業應用

•國內市場及產業規模均較小
•基礎及應用研究不足、產品差異低
•東部地區交通運輸不便，影響企業設廠投資意
願
•企業行銷及國外市場開拓能力薄弱

機
會

•臺灣食品及化粧品產業成熟，
相關設備成本較低
•鄰近廣大的大陸市場
•冷能之產業化應用具潛力
•東部地區觀光產業成長，服
務業結合應用機會大
•東部地區富特色資源，相互
結合開發新產品之可能性高

•加速相關產品開發，搶佔以大陸為主之
國外市場

•推動冷能產業化應用
•結合地區觀光產業
•開發東部地域特色產品

•建立產業利用示範推廣據點
•推動原料或半成品於西部既有企業之應
用

•強化基礎及應用研究，促進產品多元化
及差異化

•強化市場拓展及行銷人才培訓，開拓海
外市場

威
脅

•消費者認知、認同度不足
•供應鏈體系未形成，企業間
合作程度低
•國內網路傳媒部分報導偏差
•品質認證制度（VPC）不全
•天然災害影響供水穩定性

•訂定工業應用原料規格標準與國際接軌
•強化與推廣產品品質規格認證制度
•建立產學研專業平台，促進產學研合作
•強化取水工程技術研發與設施管理

•建立原水水質監測資料庫
•維護運作產業知識服務平台
•提升產業形象與消費者認知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計畫願景與目標計畫願景與目標計畫願景與目標計畫願景與目標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建構臺灣建構臺灣建構臺灣建構臺灣東部成為環太平洋最具特色的深層海水產業廊道東部成為環太平洋最具特色的深層海水產業廊道東部成為環太平洋最具特色的深層海水產業廊道東部成為環太平洋最具特色的深層海水產業廊道。。。。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透過發展加工應用及結合觀光體驗及教育透過發展加工應用及結合觀光體驗及教育透過發展加工應用及結合觀光體驗及教育透過發展加工應用及結合觀光體驗及教育，，，，促進深層海水產業年產值促進深層海水產業年產值促進深層海水產業年產值促進深層海水產業年產值達達達達
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70 億元以上億元以上億元以上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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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 深層海水產業產值新臺幣6億元
• 外銷產值比例2%以下
• 就業人數300人

2017年：
• 促進深層海水產業產值達新臺幣35億元以上
• 外銷產值比例提升至10%以上
• 增加就業人數100人以上

2020年：
• 促進深層海水產業產值達新臺幣70億元以上
• 外銷產值比例提升至20%以上
• 增加就業人數200人以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東部海洋生物東部海洋生物東部海洋生物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水產水產水產水產生物種原庫生物種原庫生物種原庫生物種原庫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東部東部東部東部深層深層深層深層海水創新研發海水創新研發海水創新研發海水創新研發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任務：1.保育重要水產生物的遺傳資源，發
展養殖產業及水產高科技產業

2.植物栽培及水產養殖開發推廣
3.產業輔導與技術推廣

任務：1.透過持續投入技術研發，擴大深層
海水原料於製造業之產業化應用

2.建立深層海水之觀光體驗、教育之
利用示範場域

3.協助地方產業發展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措施措施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

18

((((一一一一))))產業推動分工產業推動分工產業推動分工產業推動分工：：：：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

((((二二二二))))作法作法作法作法：：：：花蓮深層海水產業鏈(以加工食品應用為例）

19

上游 中游 下游

取水工程 瓶裝/行銷
純水純水

礦物質濃縮液礦物質濃縮液
海鹽海鹽

一級農漁牧業產品 初級加工食品
罐頭及醃漬食品
乳類、豆類製品
機能食品

分造水製程

(工業局、貿易局、
廠商)

(農委會、工業局)(農委會) (工業局)

(技術處、工業局、
廠商)(廠商)

((((二二二二))))作法作法作法作法：：：：臺東深層海水產業鏈(研發/觀光體驗/教育）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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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中游 下游

東部深層海水
創新研發中心
取水工程

應用產品開發

水產生物種原庫
取水工程

低溫養殖 深層海水體驗及參觀
技轉/產學合作/產業輔導

分造水製程
(水利署、技術處) (技術處)

(農委會)(農委會) (農委會)

多段利用 水療SPA
觀光/教育/行銷
觀光體驗/行銷

(技術處、工業局) (技術處、工業局)

冷溫農業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經濟部與農委會之產業推動分工及作法

((((二二二二))))作法作法作法作法：：：：建立深層海水技術研發平台及推動深層海水產業設廠

21

業者進駐

深層海水技
術研發平台

學術單位

市場規格

試量產驗證
(平台)

技術/產品

學研合作

應用研究
(平台)

學術成果

業者設廠示範場域

基礎研究

市場需求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1.促進產業促進產業促進產業促進產業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

2.厚植產業實力厚植產業實力厚植產業實力厚植產業實力，，，，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3.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開創開創開創開創產業產業產業產業新新新新局局局局

22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措施措施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1.促進促進促進促進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1)開發關鍵原料開發技術-技術處(工業局)

� 深化深層海水分水技術

� 增進濃縮製程效率

� 確立商業化原料規格

� 建立多元客製化製造技術

(2)開發降低製造成本之技術-技術處

� 建立標準化製程

� 建立自主生產設備製造技術

� 減少能源耗損利用

23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1111.... 促進促進促進促進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

(3)開發冷能應用技術 (業界科專)-技術處

� 開發深層海水節能調控技術

� 開發冷能應用與環境監控系統

� 推動冷能多元應用

(4)開發觀光產業應用技術-技術處

� 導入健康管理系統，建立互動應用系統

� 結合地域優勢，建立體驗加值模式

� 學研合作應用推廣

24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1.促進促進促進促進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發展多元應用

(5)維護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供水設施之穩定運作環境
-水利署、技術處

� 建立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周邊海域環境資料庫

� 改善及提升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水及供水設施*

� 布設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備援管線*

� 建立取水設施之標準作業程序

25

*該兩工作項目，將依水利署與原模廠施工廠商釐清責任之結果，一併辦理重新布管與增加

布設備援管線之規劃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2.厚植厚植厚植厚植產業實力產業實力產業實力產業實力，，，，提升價值創造提升價值創造提升價值創造提升價值創造

(1) 強化基礎研究-技術處

� 產官學研合作研究深層海水對人體生理之影響

� 產官學研合作分析深層海水理療應用對人體的生理影響

� 深層海水之加工應用研究

(2) 建立產學研專業平台-工業局(技術處)

� 推動成立深層海水利用學會

� 建立深層海水技術研發平台

� 推動產學研合作

� 辦理人才培訓

� 研發成果發表及推廣

26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2.厚植產業實力厚植產業實力厚植產業實力厚植產業實力，，，，提升價值創造提升價值創造提升價值創造提升價值創造

(3) 強化深層海水資訊推廣-工業局

� 提升深層海水網路平台服務功能及品質

� 定期公布深層海水取水點水質檢測結果

� 發送產業訊息

(4) 輔導業者進行產品開發-工業局

� 輔導業者進行產品開發及改良

� 輔導業者申請政府計畫

� 輔導業者進駐育成機構

27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3. 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開創產業新局開創產業新局開創產業新局開創產業新局

(1) 強化產品推廣及行銷輔導-工業局(技術處、貿易局)

� 強化分水產品應用與營運推廣

� 配合觀光發展，辦理產品推廣行銷

� 辦理國際行銷人才培育

� 輔導業者拓展海外市場及通路

� 提升品牌形象及國際知名度

28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3. 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邁向國際市場，，，，開創產業新局開創產業新局開創產業新局開創產業新局

(2) 強化產業應用示範及推廣-技術處、工業局

� 建置及整備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場域環境

� 建構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成為具有研發、觀光體驗及
教育功能之場域

� 建立產業合作之示範利用模式

� 輔導廠商進行園區開發

29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深層海水資源應用輔導措施

推動策略、措施與分工

30

策略 推動措施 主（協）辦機關
1. 促進產業創新
發展多元應用

(1) 開發關鍵原料製造技術
(2) 開發降低製造成本之技術
(3) 開發冷能應用技術(業界科專)
(4) 開發觀光產業應用技術
(5) 維護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供水設施之穩定運作
環境

1.技術處(工業局)
2.技術處
3.技術處
4.技術處
5.水利署、技術處

2. 厚植產業實力
提升價值創造

(1) 強化基礎研究
(2) 建立產學研專業平台
(3) 強化深層海水資訊推廣
(4) 輔導業者進行產品開發

1.技術處
2.工業局(技術處)
3.工業局
4.工業局

3. 邁向國際市場
開創產業新局

(1) 強化產品推廣及行銷輔導
(2) 強化產業應用示範及推廣

1.工業局(技術處、貿易局)
2.技術處



經濟部深層海水
產業推動執行單位

營運推廣

研發服務

企劃推廣
設施維運
行政總務

育成輔導

觀光體驗
冷能應用

產業政策

行銷推廣

策略規劃

市場情蒐
活動企劃

深層海水
創新研發
中心營運

產業推動
產業化推動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單位組織單位組織單位組織單位組織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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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製程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1/10））））

（一）計畫目標：

1.為保育重要水產生物的遺傳資源，以利養殖產業及水產高科技產業發展，
將利用深層海水菌數低、富營養鹽及微量元素均衡之特性，進行重要水產
生物之保種及育種，以利生產優質水產種苗，帶動水產高科技產業發展。
同時利用深層海水低溫的天然條件，來調控石斑魚產卵，期能提早產卵孵
化，以避開幼苗罹病高風險季節，從而提高幼苗活存率與育成率。

2.開發深層海洋水低溫冷源農業技術，將建立根域冷溫系統及涼溫空調系統
運用於作物栽培之條件設定，進行蔬菜、花卉之適地性栽培，完成品種
(系)篩選及生產栽培試驗，探討夏季需冷蔬菜量產技術、蘭科花卉作物調
節花期技術等，期能開發創新農產品及提升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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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2/10））））

（二）執行策略與方法（1/5）

1.深層海水技術研發

1) 魚類繁養殖技術研發魚類繁養殖技術研發魚類繁養殖技術研發魚類繁養殖技術研發：：：：開發褐石斑之繁養殖技術，並利用調控產卵技術
開發鞍帶石斑×棕點石斑、藍身大石斑×棕點石斑、鞍帶石斑×褐石斑、
鞍帶石斑×點帶石斑等雜交之繁養殖技術，生產優質受精卵及種苗。收
集黃鰭鮪及大目鮪幼魚進行最適養殖條件研究，建立培育鮪類種魚之最
佳溫度、鹽度、照度及生殖所需之最適營養條件並進行鮪類人工繁養殖
技術研發。利用海洋深層水完成條石鯛人工繁養殖技術研發。建立比目
魚最適養殖條件並進行比目魚養殖技術研發。

2) 大型藻類量產技術研發大型藻類量產技術研發大型藻類量產技術研發大型藻類量產技術研發：：：：收集緣管滸苔、鋸齒麒麟菜、紅色龍鬚菜、蜈
蚣藻、海木耳、海葡萄、紫菜及昆布藻種，以深層海水加以選育馴化大
型藻類，研究運用深層海水培育之養殖條件(包含光照、水溫及營養鹽
添加的配方及比例等)與量化生產技術研發，並進行相關商品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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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3/10））））

（二）執行策略與方法（2/5）

1.深層海水技術研發

3) 餌料生物量產技術研發餌料生物量產技術研發餌料生物量產技術研發餌料生物量產技術研發：：：：收集擬球藻、等鞭金藻、纖毛蟲、輪蟲及橈足
類種原，建立在深層海水中的最適培育條件，並進行微細藻及浮游動物
之量化生產，結合病原檢疫技術及量化培育條件生產無特定病原餌料生
物4種。

4) 貝類貝類貝類貝類及其他生物繁養殖技術研發及其他生物繁養殖技術研發及其他生物繁養殖技術研發及其他生物繁養殖技術研發：：：：建立雜交鮑、刺海參及南非鮑魚之種
原培育技術，並生產優質種苗，以作為產業應用推廣。完成九孔、鮑魚
或海參之系統化繁養殖技術的轉移評估，或相關技術移轉1項。

5) 水產加工品之研發水產加工品之研發水產加工品之研發水產加工品之研發：：：：運用深層海水進行鰹魚一夜干、東部農特產酒製

品(如金針花、釋迦等)、冰淇淋、魚露、魚醬油、鮮味深層鹽、海洋元
素順暢飲、東部特產魚類(沿近海、養殖或定置網漁獲)保鮮及加工利用
之製程研究，技術轉移8種深層海水應用水產加工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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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4/10））））

（二）執行策略與方法（3/5）

1.深層海水技術研發

6) SPF設施改善工程設施改善工程設施改善工程設施改善工程：：：：完成餌料生物暨育苗館微藻室、浮游動物室及魚
苗孵育池之SPF設施以及設置SPF檢測實驗室，運用無菌深層水培養
SPF微藻及浮游動物餌料並培育SPF石斑魚幼苗，建置深層海水「SPF

自動化動植物性餌料生物大量培養系統」。

7) 應用深層海水冷源研發蔬菜及花卉之栽培模式應用深層海水冷源研發蔬菜及花卉之栽培模式應用深層海水冷源研發蔬菜及花卉之栽培模式應用深層海水冷源研發蔬菜及花卉之栽培模式：：：：適合精緻農業館模場
之作物篩選，收集需涼溫栽培之多項園藝作物。利用深層海水冷源，栽
培夏季平地無法生產之蔬菜。利用深層海水冷源進行蝴蝶蘭、春石斛催
花，建立各種催花參數。利用深層海水冷源進行草莓之涼溫育苗試驗，
探討經處理的種苗其提早開花及結果之反應。收集精緻農業研發館利用
深層海水冷源建立之溫室參數，利用深層海水冷源進行溫室水牆降溫效
率提升改善設計。

8) 農漁業多段式利用農漁業多段式利用農漁業多段式利用農漁業多段式利用：：：：農業立體式栽培設施及多段式養殖設施等新建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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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5/10））））

（二）執行策略與方法（4/5）

2.學術與產學合作

1) 深層海水多元利用學術合作深層海水多元利用學術合作深層海水多元利用學術合作深層海水多元利用學術合作：：：：與經濟部合作發展深層海水園區，以
多元化利用深層海水為發展目標，並與國立臺東大學及其他國內大
學院校合作洽談深層海水多元利用學術合作事宜，共同開發深層海
水機能性成分之研發與利用，以利用相關資源進行跨領域合作。

2)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協助產業研提產學合作計畫，以解決經費及人力不足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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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6/10））））

（二）執行策略與方法（5/5）

3.研發成果運用(產業輔導)

1) 協助地區農民團體產學合作及技術協助地區農民團體產學合作及技術協助地區農民團體產學合作及技術協助地區農民團體產學合作及技術轉移轉移轉移轉移：：：：協助麗島深層海水公司(由
台東縣5家農會籌組之公司)及1家農民團體規劃深層海水多段利用流程。
協助規劃冷水性生物養殖場2家。技術轉移11種應用深層海水生產之商
品及技術。

2) 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深層海水產業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深層海水產業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深層海水產業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深層海水產業：：：：加強團隊交流及商討深層海水發展
策略，並配合地方政府之發展計劃及宣傳活動，開發在地之深層海水特
色商品，讓深層海水產業在台東生根。

3) 休閒產業休閒產業休閒產業休閒產業：：：：規劃新建深層海水體驗設施，並提供深層海水體驗及參觀
18,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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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7/10））））

（三）工作項目及分工表

工作項目 內容 主辦機關

深層海水技術研發

(1)魚類繁養殖技術研發
(2)大型藻類量產技術研發
(3)餌料生物量產技術研發
(4)貝類及其他生物繁養殖技術研發
(5)水產加工品之研發
(6)SPF設施改善工程
(7)應用深層海水冷源研發蔬菜及花卉
之栽培模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及臺東
區農業改良場

學術與產學合作 (1)深層海水多元利用學術合作
(2)產學合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及臺東
區農業改良場

研發成果運用(產業輔導)
(1)協助地區農民團體產學合作及技術
轉移

(2)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深層海水產業
(3)休閒產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臺東
區農業改良場、漁
業署、農糧署 38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8/10））））

（四）預期效益（1/3）

1.魚類繁養殖技術研發：開發褐石斑之繁養殖技術及石斑魚雜交之繁養殖技
術供產業應用，帶動石斑魚產業精緻化發展。收集黃鰭鮪及大目鮪進行保
種育種，建立鮪類人工繁養殖技術。建立條石鯛繁養殖技術供產業利用，
並利用深層海水特性提高種苗之育成率。研發比目魚養殖相關技術。

2.大型藻類量產技術研發：收集緣管滸苔、鋸齒麒麟菜、紅色龍鬚菜、蜈蚣
藻、海木耳、葡萄藻、紫菜及昆布種原，以深層海水進行大型藻類培育及
量化生產技術研發，並進行相關商品之研發。

3. 餌料生物量產技術研發：建立擬球藻、等鞭金藻、纖毛蟲、輪蟲及橈足類
在深層海水中之最適培育條件，利用深層海水建立餌料生物(包括浮游植
物及動物)之量化培育技術，結合病原檢疫技術及量化培育條件生產無特
定病原餌料生物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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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9/10））））

（四）預期效益（2/3）

4. 貝類及其他生物繁養殖技術研發：建立雜交鮑、刺海參及南非鮑魚之種原
培育技術，並生產優質種苗，以作為產業應用推廣。完成九孔、鮑魚或海
參之系統化繁養殖技術的轉移評估，或相關技術移轉1項。

5.水產加工品之研發：運用深層海水進行鰹魚一夜干、東部農特產酒製品
(如金針花、釋迦等)、冰淇淋、魚露、魚醬油、鮮味深層鹽、海洋元素順
暢飲、東部特產魚類(沿近海、養殖或定置網漁獲)保鮮及加工利用之製程
研究，技術轉移8種深層海水應用水產加工之產品。

6. SPF設施改善工程：完成餌料生物暨育苗館微藻室、浮游動物室及魚苗孵
育池之SPF設施以及設置SPF檢測實驗室，運用無菌深層水培養SPF微藻
及浮游動物餌料並培育SPF石斑魚幼苗，建置深層海水「SPF自動化動植
物性餌料生物大量培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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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七七七七、、、、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農委會工作計畫（（（（10/10））））

（四）預期效益（3/3）

7.研發成果運用(產業輔導)：協助麗島深層海水公司(由台東縣5家農會籌組之
公司)及1家農民團體規劃深層海水多段利用流程。協助規劃冷水性生物養殖場
2家。技術轉移11種應用深層海水生產之商品及技術。規劃新建深層海水體驗
設施，並提供深層海水體驗及參觀18,000人。

8.應用深層海水冷源研發蔬菜及花卉之栽培模式：開發利用深層海水冷源降低
根溫之蔬菜栽培系統，可於夏季生產高品質需冷性蔬菜並提升售價。建立以深
層海水冷源進行蝴蝶蘭催花之技術模式，可全年生產開花株並節省電費。開發
草莓之涼溫育苗技術，可調節產期增加農民收益。開發春石斛催花技術，篩選
具早花特性之品種，將產期提早可增加終端售價。建立深層海水精緻農業模場
結合花卉及蔬菜之週年生產模式，發展相關產業之技術基礎。

9.利用深層海水低溫之特性，以熱交換方式減少空調用電並應用於農業溫室及
養殖環境、池水之降溫，預估每年可減少用電700,000度，可達到節能減碳之
目的。

10.深層海水多段式利用，可帶給東部地區農漁業生產另一商業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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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具體措施 年度編列預算經費(千元) 合計
(千元) 主協辦機關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一、促進產業創新
發展多元應用

(1) 開發關鍵原料製造技術 8,000 10,000 10,000 10,000 38,000 技術處(主辦)
1,500 1,500 1,500 1,500 6,000 工業局(協辦)

(2) 開發製造成本之技術 5,000 7,600 7,600 7,600 27,800 技術處
(3) 開發冷能應用技術(業界科專) - - - - - 技術處
(4) 開發觀光產業應用技術 8,000 8,000 8,000 8,000 32,000 技術處
(5) 維護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供
水設施之穩定運作環境*

50,000 517,000 - - 567,000 水利署、技術處
2,500 2,500 2,500 2,500 10,000 技術處

二、厚植產業實力
提升價值創造

(1) 強化基礎研究 13,000 18,000 18,000 18,000 67,000 技術處
(2) 建立產學研專業平台 2,000 2,000 2,000 2,000 8,000 工業局(主辦)

4,000 4,000 4,000 4,000 16,000 技術處(協辦)
(3) 強化深層海水資訊推廣 2,000 2,000 2,000 2,000 8,000 工業局
(4) 輔導業者進行產品開發 3,000 3,000 3,000 3,000 12,000 工業局

三、邁向國際市場
開創產業新局

(1) 強化產品推廣及行銷輔導
5,000 5,000 5,000 5,000 20,000 工業局
2,000 2,000 2,000 2,000 8,000 技術處

- - - - - 貿易局
(2) 強化產業應用示範及推廣 - - - - - 技術處、工業局

四、水產生物種原
庫

(1) 深層海水技術研發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20,000 水產試驗所、臺
東區農改場、漁
業署、農糧署

(2) 學術與產學合作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100,000 
(3) 研發成果運用(產業輔導)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100,000
(4) 農漁業多段式利用設施 15,000 40,000 - - 65,000 水產試驗所

臺東區農改場
公共建設經費 65,000 557,000 - - 632,000

單位預算 135,500 145,100 145,100 145,100 570,800
總 計 200,500 702,100 145,100 145,100 1,202,800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八八八八、、、、預算需求預算需求預算需求預算需求

※紅色加底線字體表示該項目規劃爭取公共建設經費執行
*「經濟部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之重新布管及增加布設備援管線預算需求，暫以水利署布設2條6,000CMD之取水管線規劃42



各部會投入預算：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八八八八、、、、預算預算預算預算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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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協辦機關 工作項目 具體措施 年度編列預算經費(千元) 合計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水利署 一、促進產業創新發展多元應用 (5)維護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供水

設施之穩定運作環境* 50,000 517,000 - - 567,000 

技術處
一、促進產業創新發展多元應用

(1)開發關鍵原料製造技術 8,000 10,000 10,000 10,000 38,000 
(2)開發製造成本之技術 5,000 7,600 7,600 7,600 27,800 
(3)開發冷能應用技術(業界科專) - - - - -
(4)開發觀光產業應用技術 8,000 8,000 8,000 8,000 32,000 
(5)維護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取供水
設施之穩定運作環境*

- - - - -
2,500 2,500 2,500 2,500 10,000 

二、厚植產業實力提升價值創造 (1)強化基礎研究 13,000 18,000 18,000 18,000 67,000 
(2)建立產學研專業平台 4,000 4,000 4,000 4,000 16,000 

三、邁向國際市場開創產業新局 (1)強化產品推廣及行銷輔導 2,000 2,000 2,000 2,000 8,000 
(2)強化產業應用示範及推廣 - - - - -

工業局
一、促進產業創新發展多元應用 (1)開發關鍵原料製造技術 1,500 1,500 1,500 1,500 6,000 
二、厚植產業實力提升價值創造

(2)建立產學研專業平台 2,000 2,000 2,000 2,000 8,000 
(3)強化深層海水資訊推廣 2,000 2,000 2,000 2,000 8,000 
(4)輔導業者進行產品開發 3,000 3,000 3,000 3,000 12,000 

三、邁向國際市場開創產業新局 (1)強化產品推廣及行銷輔導 5,000 5,000 5,000 5,000 20,000 
(2)強化產業應用示範及推廣 - - - - -

貿易局 二、厚植產業實力提升價值創造 (1)強化產品推廣及行銷輔導 - - - - -

農委會 四、水產生物種原庫
(1)深層海水技術研發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20,000 
(2)學術與產學合作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100,000 
(3)研發成果運用(產業輔導)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100,000
(4)農漁業多段式利用設施 15,000 40,000 - - 65,000

公共建設經費 65,000 557,000 - - 632,000
單位預算 135,500 145,100 145,100 145,100 570,800

總 計 200,500 702,100 145,100 145,100 1,202,800 
※紅色加底線字體表示該項目規劃爭取公共建設經費執行
*「經濟部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之重新布管及增加布設備援管線預算需求，暫以水利署布設2條6,000CMD之取水管線規劃

產業類別 與深層海水關聯簡述 2017年
預計產值

2020年
預計產值 推動作法

水產養殖業 石斑魚、冷水性水產生物、微藻、
大型海藻及水產種苗生產業 5億 10億

•深層海水在水產養殖業之應用推廣
•促進種苗生產技術研發
•產業輔導與育成

運動、娛樂及休閒 深層海水利用之娛樂休閒、觀光
工廠等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億 3億 •深層海水園區相關服務及產品推廣

食品製造業
深層海水應用之原料、水產處理
保藏及其製品、蔬果製品製造業、
動物飼料配製業及其他食品製造
業等

20億 35億
•深層海水原料之應用推廣
•促進多元產品開發及特色商品結合
研究

•輔導通路拓展並開拓外銷市場

飲料製造業 深層海水應用之酒精飲料製造業、
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5億 8億

•深層海水原料之應用推廣
•促進產品開發研究
•輔導產品開發及通路拓展

化學製品製造業
深層海水應用之清潔用品製造業、
化粧品製造業及其他化學製品製
造業

2億 4億
•深層海水原料之應用推廣
•促進產品開發研究
•輔導新原料及產品開發

住宿及餐飲服務業 深層海水產業帶動之住宿服務業、
餐館業、飲料店業 2億 10億 •深層海水園區渡假飯店

目標值 >35億 >70億

貳貳貳貳、、、、第第第第2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期實施計畫發展策略與措施（（（（103～～～～106年年年年））））
八八八八、、、、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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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4444：：：：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

告告告告，，，，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 4-1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4444：：：：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運作機制報告，，，，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告單位：經濟部 

說明： 

一、 經濟部自民國 78 年起開始推動地方特色產業輔導工

作，以「一鄉一品」（OTOP, One Town One Product）

之精神形塑地方產業特色；民國 98 年奉行政院核定

設置「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由地方提出計畫、中央

給予經費，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產業，以達「活絡地

方經濟、創造在地就業」之政策目的。  

二、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透過「補助」與「輔導」機制推動

地方產業發展。在「補助」機制上，由地方政府針對

單一鄉鎮或整合縣內各鄉鎮之地方產業發展需求，提

出「單一型」或「整合型」補助計畫；另中央各部會

可針對跨縣市的地方產業發展主題，提出「區域型」；

補助計畫。 

三、 在「輔導」部分，針對具發展潛力、惟規劃能力不足

或長期未有輔導資源挹注之地區，由經濟部或地方產

業服務團進行輔導協助。另針對已具規模之地方產業

則強化產品通路行銷及國際化輔導，以達本基金深化

在地特色、永續產業經營及繁榮區域經濟等政策目

標。  

四、 自 98 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以來，已補助花東

地區計 21 項計畫（含單一型 13 案、整合型 6案、區

域型 2 案），投入經費計 1億 5,178萬元，其輔導產

業包含文化工藝、田園休閒、加工食品、創意生活等

多元產業。現帶動地方企業發展家數計 648 家、帶動

就業人數計 2,071人、廠商營業額增加 1億 4,628萬



 

 

報 4-2 

5仟元，及促進民間投資額 1億 960 萬元。未來將持

續配合花東地區之自然人文環境，致力於族群文化、

精緻農業及休憩服務業發展，打造一個多元、永續、

富足、樂活的生活園地。 

決定：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9 月 1 4 日

運作機制報告運作機制報告運作機制報告運作機制報告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一一一一

7月月月月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二二二二

花東地區輔導成果三三三三

2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資源挹注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成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成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成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成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特色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特色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特色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產業產業產業。。。。由由由由地方本地方本地方本地方本
「「「「一鄉一品一鄉一品一鄉一品一鄉一品」」」」精神提出精神提出精神提出精神提出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中央給予經費協助中央給予經費協助中央給予經費協助中央給予經費協助，，，，以促進以促進以促進以促進地方地方地方地方經濟經濟經濟經濟繁榮繁榮繁榮繁榮，，，，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就業機會就業機會就業機會就業機會。。。。

3

一一一一、、、、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
（（（（一一一一））））基金成立背景基金成立背景基金成立背景基金成立背景

（（（（二二二二））））地方產業發展策略地方產業發展策略地方產業發展策略地方產業發展策略

一一一一、、、、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推動架構

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加工食品

文化工藝文化工藝文化工藝文化工藝

節慶民俗節慶民俗節慶民俗節慶民俗

休憩服務休憩服務休憩服務休憩服務

Top-down

地方產業服務團地方產業服務團地方產業服務團地方產業服務團 學研機構學研機構學研機構學研機構顧問智庫顧問智庫顧問智庫顧問智庫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特色產品行銷推廣特色產品行銷推廣特色產品行銷推廣特色產品行銷推廣

• B2B及及及及B2C行銷活動行銷活動行銷活動行銷活動
•特色產品行銷代理特色產品行銷代理特色產品行銷代理特色產品行銷代理
• OTOP展售活動展售活動展售活動展售活動

OTOP特色遊程推廣特色遊程推廣特色遊程推廣特色遊程推廣

•與觀光局及旅行社共與觀光局及旅行社共與觀光局及旅行社共與觀光局及旅行社共
同推廣同推廣同推廣同推廣

•透過主流媒體協助推透過主流媒體協助推透過主流媒體協助推透過主流媒體協助推
廣廣廣廣

通路拓展布建通路拓展布建通路拓展布建通路拓展布建

• 地方特色產品館地方特色產品館地方特色產品館地方特色產品館
• 協助地方設置區域展協助地方設置區域展協助地方設置區域展協助地方設置區域展
售中心售中心售中心售中心

• OTOP通路標章授權通路標章授權通路標章授權通路標章授權

Bottom-up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公協會公協會公協會公協會 學研機構學研機構學研機構學研機構在地產業組織在地產業組織在地產業組織在地產業組織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地方亮點輔導地方亮點輔導地方亮點輔導地方亮點輔導

• 區域品牌特色
• 特色產業國際化發展
• 多樣化亮點之成長與
塑造

地方產業服務團地方產業服務團地方產業服務團地方產業服務團

• 偏遠貧瘠地區輔導
• 協助地方產業藍圖規
劃

補助發展地方產業補助發展地方產業補助發展地方產業補助發展地方產業

•單一型/整合型(含通路
發展)/區域型補助計畫

•微型園區補助計畫

擴大產品市場效益擴大產品市場效益擴大產品市場效益擴大產品市場效益 深耕地方產業發展深耕地方產業發展深耕地方產業發展深耕地方產業發展

政策目標政策目標政策目標政策目標

活絡地方經濟發展活絡地方經濟發展活絡地方經濟發展活絡地方經濟發展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亮
點

亮
點

亮
點

亮
點

普
及

普
及

普
及

普
及

廣
度

廣
度

廣
度

廣
度

深
度

深
度

深
度

深
度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在地美食在地美食在地美食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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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地方基金推動架構地方基金推動架構地方基金推動架構地方基金推動架構

（（（（三三三三））））基金補助業務基金補助業務基金補助業務基金補助業務推動架構推動架構推動架構推動架構

單一型單一型單一型單一型
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

整合型整合型整合型整合型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 區域型區域型區域型區域型
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涵蓋單一行政

區、鄉、鎮(市)

�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600萬元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以3年為原則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整合3個以上
行政區、鄉、
鎮（市）特色
產業

�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1,500萬元
�期期期期程程程程：以3年為原則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跨縣市之地方產

業發展計畫

�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1,500萬元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以3年為原則

中央各機關提案申請中央各機關提案申請中央各機關提案申請中央各機關提案申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案申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案申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案申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案申請

輔導推廣類輔導推廣類輔導推廣類輔導推廣類 通路發展類通路發展類通路發展類通路發展類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整合3個以上行

政區、鄉、鎮（市）

地方產品展售、休憩體

驗等功能之通路計畫

�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補助上限：2,000萬元

�期期期期程程程程：以3年為原則

•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中央政府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專供地方特色產業且低污染之中小企業進駐之園區設置
•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補助上限5,550萬元 (規劃設置400萬元、開發工程5,000萬元、營運管理150萬元)

•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以不逾3年為原則

微型園區微型園區微型園區微型園區
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

6

計畫審計畫審計畫審計畫審文件審文件審文件審文件審 資源審資源審資源審資源審 核定公告核定公告核定公告核定公告

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
初審
（書面審）

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
複審

（會議審）

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
初審

（現場審）
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
複審

（現場審）

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
第二次複審
(複審會議)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核定公告

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計畫審查會
初審

（會議審）

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
資源運用
審查（單一型
及整合型）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函請中央主管
機關進行
資源運用審查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1.資源運用複查
（區域型）

2.彙整資源審結
果召開資源運
用審查會議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受理
提案申請

提案階段提案階段提案階段提案階段

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
提案申請

中央各機關中央各機關中央各機關中央各機關
申請
區域型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審查
申請文件

一一一一、、、、地方基金推動架構地方基金推動架構地方基金推動架構地方基金推動架構

（（（（四四四四））））補助計畫作業流程補助計畫作業流程補助計畫作業流程補助計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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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

（（（（一一一一））））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挹注花東地區情形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挹注花東地區情形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挹注花東地區情形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挹注花東地區情形

9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6案案案案 99年度年度年度年度：：：：5案案案案 10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4案案案案 10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4案案案案 102年度年度年度年度：：：：2案案案案

花東地區向來以自然景觀著稱，過去產業結構多依環境因素，以一級及三級產業為主，惟仍以較為自然之
型態發展。近年來配合產業及消費趨勢的變化，花東地區持續配合自然環境，致力於族群文化、精緻農業
及休憩服務產業的發展，透過各關聯產業的結合，期望打造一個多元、永續、富足、樂活的生活園地。

加工食品產業加工食品產業加工食品產業加工食品產業
卓溪粗糧梅醋【98年】

文化工藝產業文化工藝產業文化工藝產業文化工藝產業
秀林太魯閣工藝【98年】

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
南花蓮縱谷特色產業【98年】
壽豐健康慢遊【99年】
鳳林客家特色產業【100年】

創意生活產業創意生活產業創意生活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玉里璞石印染文創產業
【100年】
花蓮原住民創意觀光產業
【101年】

加工食品產業加工食品產業加工食品產業加工食品產業
鹿野紅烏龍【98年】

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
臺東馬卡巴嗨【98年】
綠島觀光產業【99年】
成功麻荖漏【99年】
臺東縱谷健康居遊【100年】
東河藍海觀光產業【102年】

在地美食產業在地美食產業在地美食產業在地美食產業
關山黑白配【101年】

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田園休閒產業

東海岸部落特色觀光
【101年】

縱谷部落38綠色旅遊
【102年】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受補助受補助受補助受補助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 執行區域執行區域執行區域執行區域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1 98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原創工
藝產業」補助計畫

3年 秀林鄉 單一
98/12/4~101/12/20

已結案

2 98
花蓮縣
政府

人文生態粗糧梅醋農園產業發
展計畫

3年 卓溪鄉 單一
98/12/4~101/12/20

已結案

3 98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南花蓮縱谷特色產業」
整合型補助計畫

3年
瑞穗鄉、玉里鎮、

富里鄉
整合

98/12/4~101/12/20

已結案

4 98
臺東縣
政府

台東縣鹿野鄉紅烏龍特色茶產
業補助計畫

2年 鹿野鄉 單一
98/12/4~100/12/20

已結案

5 98
臺東縣
政府

台東縣卑南鄉『釋咖窯』產業
補助計畫

3年 卑南鄉 單一
98/12/4~101/12/20

已終止

6 98
臺東縣
政府

台東馬卡巴嗨休閒文化產業發
展補助計畫

3年
台東市、卑南鄉、

東河鄉
整合

98/12/4~101/12/20

已結案

7 99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壽豐鄉-健康之鄉、慢
活、漫遊-補助計畫

3年 壽豐鄉 單一
99/7/17~102/7/16

已結案

8 99
花蓮縣
政府

瑞穗樂活美食商品輔導及展售
計畫

2年 瑞穗鄉 單一
99/7/17~101/7/16

履約爭議中

9 99
臺東縣
政府

台東縣綠島鄉「綠色海島特色
產業輔導」單點型補助計畫

3年 綠島鄉 單一
99/7/17~102/7/16

已結案

10 99
臺東縣
政府

「鏢手傳奇，旗唱成功！」台
東縣麻荖漏地方特色產業輔導
計畫

2年 成功鎮 單一
99/7/17~101/7/16

已結案

11 99
臺東縣
政府

小米生態產業振興暨加值開發
補助計畫

3年
金峰鄉、大武鄉、
達仁鄉、太麻里鄉

整合
99/7/17~102/7/16

已終止

二二二二、、、、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

（（（（二二二二））））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 (1/2)

8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受補助受補助受補助受補助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 執行區域執行區域執行區域執行區域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12 100
花蓮縣
政府

「慢城馬里勿：好客、慢活、愛
鳳」－花蓮縣鳳林鎮客家特色產
業發展計畫

3年 鳳林鎮 單一
100/8/26~103/8/25

執行中

13 100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玉里鎮「璞石印染文化創
意產業」單一型補助計畫

3年 玉里鎮 單一
100/8/26~103/8/25

執行中

14 100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政府－國際化經典民宿暨
觀光產業整合輔導行銷計畫

3年 花蓮縣全縣 整合
100/8/26~103/8/25

已終止

15 100
臺東縣
政府

臺東縣縱谷區「健康居遊」產業
整合計畫

2年
池上鄉、關山鎮、鹿野
鄉、海端鄉、延平鄉

整合
100/8/26~102/8/25

已結案

16 101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知卡宣工藝文創聚落產業
發展計畫－美。力。金。石

3年 花蓮市、吉安鄉 單一
101/4/25~104/4/24

已取消

17 101
花蓮縣
政府

原住民創意生活及觀光產業整合
輔導行銷計畫

3年 花蓮縣全縣 整合
101/4/25~104/4/24

執行中

18 101
臺東縣
政府

台東縣關山黑白配在地生活產業
整合計畫

2年 關山鎮 單一
101/4/25~103/4/24

執行中

19 101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東海岸部落特色觀光產業塑造行
銷補助計畫

2年
花蓮縣
臺東縣

區域
101/4/24~103/4/25

執行中

20 102
臺東縣
政府

臺東縣東河鄉「鱻嚐飆浪，蔚然
海岸近在東海岸」藍海產業發展
計畫

3年 東河鄉 單一
102/1/31~105/1/30

執行中

21 102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募集縱谷好咖與部落亮點，啟動
38綠色旅遊發展計畫

3年
花蓮縣
臺東縣

區域
102/1/31~105/1/30

執行中

二二二二、、、、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花東地區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概況

9

（（（（二二二二））））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花東地區受補助計畫清單 (2/2)

10

三三三三、、、、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

（（（（一一一一））））花東地區輔導花東地區輔導花東地區輔導花東地區輔導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648家家家家

帶動地方企業發展家數帶動地方企業發展家數帶動地方企業發展家數帶動地方企業發展家數

帶動帶動帶動帶動就業人數就業人數就業人數就業人數

廠商營業額增加廠商營業額增加廠商營業額增加廠商營業額增加

促進民間投資額促進民間投資額促進民間投資額促進民間投資額

109,600
仟元仟元仟元仟元146,285

仟元仟元仟元仟元

穩定穩定穩定穩定: 1,681人人人人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390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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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

（（（（二二二二））））輔導成果案例輔導成果案例輔導成果案例輔導成果案例：：：：花蓮縣壽豐鄉花蓮縣壽豐鄉花蓮縣壽豐鄉花蓮縣壽豐鄉----健康之鄉健康之鄉健康之鄉健康之鄉、、、、慢活慢活慢活慢活、、、、漫遊漫遊漫遊漫遊----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 (1/2)
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
壽豐鄉壽豐鄉壽豐鄉壽豐鄉
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
壽豐鄉壽豐鄉壽豐鄉壽豐鄉

立基各產業之優勢，
提升個別能量以創造
壽豐鄉產業亮點；並
進行產業整合、串連
及整體形象建置，發
揚在地健康文化之相
關產業，將「健康之健康之健康之健康之
鄉鄉鄉鄉，，，，慢慢慢慢活活活活、、、、漫遊漫遊漫遊漫遊」的
印象廣植人心，促成
壽豐鄉為健康休閒觀
光產業的首選鄉鎮。

產產產產
業業業業
背背背背
景景景景

壽豐鄉擁有豐厚的山水資源及廣闊、天然無
污染的環境，亦為全臺灣唯一的玉石文化產
地，現主要產業以有機休閒農業有機休閒農業有機休閒農業有機休閒農業及玉石玉石玉石玉石
礦產加工業礦產加工業礦產加工業礦產加工業為主，近年來更新興許多以
在地山水特色作為產業優勢的觀光住宿觀光住宿觀光住宿觀光住宿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吸引遊客體驗壽豐鄉之自然風光。

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
評評評評
析析析析

有機有機有機有機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觀光觀光觀光觀光

旅館旅館旅館旅館

觀光休觀光休觀光休觀光休
閒閒閒閒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臺灣玉臺灣玉臺灣玉臺灣玉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

低低低低

低低低低

明星產業明星產業明星產業明星產業 問題產業問題產業問題產業問題產業

產產產產
業業業業
成成成成
長長長長
率率率率

金牛產業金牛產業金牛產業金牛產業 老狗產業老狗產業老狗產業老狗產業

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

有機農業有機農業有機農業有機農業觀光休閒農業觀光休閒農業觀光休閒農業觀光休閒農業臺灣玉臺灣玉臺灣玉臺灣玉特色產業特色產業特色產業特色產業
觀光旅館觀光旅館觀光旅館觀光旅館

產業創新模式產業創新模式產業創新模式產業創新模式

轉轉轉轉

型型型型

策策策策

略略略略

現壽豐鄉各產業經營
模式較保守、傳統，
已面臨市場多元創意
產業之挑戰，需發展需發展需發展需發展
產業亮點產業亮點產業亮點產業亮點，，，，力求轉型力求轉型力求轉型力求轉型。。。。

12

三三三三、、、、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花東地區輔導成果

（（（（二二二二））））輔導成果案例輔導成果案例輔導成果案例輔導成果案例：：：：花蓮縣壽豐鄉花蓮縣壽豐鄉花蓮縣壽豐鄉花蓮縣壽豐鄉----健康之鄉健康之鄉健康之鄉健康之鄉、、、、慢活慢活慢活慢活、、、、漫遊漫遊漫遊漫遊----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補助計畫 (2/2)

輔輔輔輔
導導導導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及及及及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發掘產業能量發掘產業能量發掘產業能量發掘產業能量

產業盤點彙整

深化體驗服務深化體驗服務深化體驗服務深化體驗服務

服務提升 多元開發

感動體驗行銷感動體驗行銷感動體驗行銷感動體驗行銷

異業整合
形象塑造

區域行銷創意導入

輔輔輔輔
導導導導
效效效效
益益益益

特色伴手禮多元開發特色伴手禮多元開發特色伴手禮多元開發特色伴手禮多元開發
創造特色產品產業亮點創造特色產品產業亮點創造特色產品產業亮點創造特色產品產業亮點

帶動健康休閒旅遊風潮帶動健康休閒旅遊風潮帶動健康休閒旅遊風潮帶動健康休閒旅遊風潮
開創花東產業新標的開創花東產業新標的開創花東產業新標的開創花東產業新標的

強化產業橫向結盟意識強化產業橫向結盟意識強化產業橫向結盟意識強化產業橫向結盟意識
深化產業永續發展基礎深化產業永續發展基礎深化產業永續發展基礎深化產業永續發展基礎

健康之鄉形象建立健康之鄉形象建立健康之鄉形象建立健康之鄉形象建立
帶動區域總體經濟發展帶動區域總體經濟發展帶動區域總體經濟發展帶動區域總體經濟發展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

廠商營業額增加廠商營業額增加廠商營業額增加廠商營業額增加545萬萬萬萬
促進民間投資金額促進民間投資金額促進民間投資金額促進民間投資金額400萬萬萬萬



簡 報簡 報簡 報簡 報 完 畢完 畢完 畢完 畢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5555：：：： 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

構想構想構想構想，，，，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 5-1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5555：：：：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構想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構想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構想推動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規劃構想，，，，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報告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張經理景煇 

說明： 

一、 花東六級產業化發展需求 

(一) 特用作物資源豐富但對外交通條件、基礎設施不

足。 

(二) 產業發展資源(技術、人才、資金等)不足。 

(三) 缺乏產業整體規劃與推動之平台與機制，資源無法

有效運用。 

(四) 以農業串聯「六級產業化」，將二級（加工）、三級

（直銷）產業納入一級（農業生產）產業，以提高

所得。 

(五) 推動在地產銷、農家與農家合作從事直銷、農家餐

廳、加工、出口；為穩定供應食品公司、量販店、

外食等業者，與地區農家合作經營網路，進行契約

耕作等。 

二、 特用作物產業技術與推廣發展建議 

(一) 藥用植物新藥原料產業應用 

1. 藥用植物材料活性成分應用技術 

2. 藥用植物活性評估技術 

3. 藥用海洋生物活性評估技術 

(二) 生技應用產業加值化 

1. 特用作物萃取與純化技術 

2. 特用作物高值化產品應用技術 

3. 農用益生菌擴培與應用技術 

4. 真菌類菌絲體製菌與擴培技術 

5. 農業廢棄物應用開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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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低耗能植物培育技術開發 

1. DSW冷能應用高值作物培育技術 

2. 業界展示綠色先進溫室技術 

3. 高經濟作物成長促進 SOP調控技術 

4. 多孔性生物炭資材應用技術 

三、 成立東台灣農產品品質檢驗與試量產中心 

(一) 需求： 

東部地區缺乏標準品質檢測中心，需將原物料

或產品送至西部檢驗分析；東台灣農業缺乏產品製

作設備需將原料運送至西部加工，耗費成本。 

(二) 東台灣農產品品質檢驗中心建議做法： 

建立資源共享與服務平台，結合花東地區大學

院校與法人研究資源，進行精密檢測儀器資源整合，

成立分析檢驗中心。 

(三) 東台灣農產品試量產中心建議做法： 

整合花東地區現有農產加工場(室)、農會加工

廠、各校育成中心等資源，進行快速打樣與試量產，

以協助當地作物在地加工。 

四、 花東地區農業高值化發展推動策略與作法 

(一) 中央跨單位偕同合作，協助地方農業技術與轉型。 

(二) 爭取政府資源與經費投入，強化產業發展。 

(三) 拓展在地脈絡，促成跨領域異業聯盟及供應鏈串連

共同合作。 

決定：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案案案案：：：： 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案機制案機制案機制案

((((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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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加速花東地區產業加速花東地區產業加速花東地區產業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輔導機制輔導機制輔導機制案案案案((((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提案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說明： 

一、 產業為地方發展之基礎，花東地區受限地理環境及市

場規模，產業發展相對落後；為加速花東地區特色產

業之發展，達成經濟永續之目標，本會自 101 年 9 月

起召開 3 次會議，邀請 11 部會進行簡報，並實地訪

視輔導案例，了解目前在花東地區有關產業輔導之相

關作為後，認有必要透過資源盤點、課題探討、策略

規劃，建立一套符合花東產業發展特性之產業輔導機

制。 

二、 嗣經本會彙整各部會相關產業輔導計畫、措施及方案

等資料與執行情形，特別是資源投入情形、績效指標、

執行成果、操作模式、經濟效益與執行困難等；再就

發展課題研析、建立整體發展架構，初擬「加速花東

地區產業輔導機制(草案)」，並於本(102)年 6月 7日

再次邀集相關部會研修完成(詳附件)。 

三、 本草案內容摘要如下： 

(一) 透過「規劃整合」、「資源整合」、「服務整合」及「訓

用整合」之四大整合策略，推動「產業研創」、「資

金融通」、「人力培訓」、「土地利用」「觀光推廣」及

「整合行銷」等 6個工作項，強化花東地區產業發

展之能量。 

(二) 採「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併行方式執行。 

1. 「由上而下」部分，刻正請各部會針對重點產業，

考量技術、市場、財務可行性與資源整合，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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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推動輔導計畫； 

2. 「由下而上」部分，將由本會專案委託在地專業

團隊進行「客製化」之多元產業輔導，並視需要

透過各工作項之負責部會給予協助。如有執行困

難，本會會同相關部會與花東兩縣政府建立之平

台協調處理。 

(三) 運作情形將定期於花東推動小組會議報告，並視需

要適時召開會議協處困難；同時以各部會自訂之關

鍵績效指標作為進度查核依據，並適時滾動檢討修

正。 

(四) 各項工作所需費用主要由各部會既有計畫及措施之

經費支應，惟配合本機制之加速推動工作，如有必

要可申請花東基金支應。 

四、 本草案如經討論通過後，將由本會會同相關部會與花

東兩縣政府據以推動落實，並定期安排由各主管部會

提報執行成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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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花東地區產業加速花東地區產業加速花東地區產業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輔導機制輔導機制輔導機制((((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壹壹壹壹、、、、    緣起與架構緣起與架構緣起與架構緣起與架構    

「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於 100 年 6 月頒布施行後，行政院

即擬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作為落實推動花東地區

發展之依據。該計畫以「永續發展」為方向，定位花東地區「經

濟永續」、「社會永續」及「環境永續」之三大目標。 

由於產業為地方發展之基礎，本案首先針對花東地區「經

濟永續」之推動，透過資源盤點、課題探討、策略規劃，建立

產業輔導機制，加速目標之達成。 

    

貳貳貳貳、、、、    投入資源調查初步分析投入資源調查初步分析投入資源調查初步分析投入資源調查初步分析    

依據各部會所提供與花東地區產業發展相關之計畫、措施

及方案等資料，就產業輔導、資金融通、人力培訓、土地及行

銷等項目進行關聯分析，初步可建立關聯表如下： 

 

表 1：各部會投入資源關聯分析表 

部會別 產業輔導 資金融通 人力培訓 土地 行銷 

經濟部 V V △ △ V 

內政部   △ V △ 

交通部 V △ △  V 

文化部 V V △  V 

農委會 V V △ △ V 

原民會 V V △ △ V 

客委會 V △ △  V 

勞委會  V V   

教育部  V V  △ 

退輔會 △   V V 

財政部    V  

V：主要工作項目；△：次要工作項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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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發展課題分析發展課題分析發展課題分析發展課題分析    

花東地區之產業發展有其特殊課題及發展限制，無法以傳

統方式推動大型產業園區或具規模經濟之產業發展，依據現況

了解，主要課題包括： 

一、 現有產業規模以中小企業或微型產業為主，多屬低技術型態

之農業及服務產業，地區產業發展同質性高。且因市場競爭

力低，花東地區傳統產業亟待透過轉型與技術升級，提升地

區特色及發展優勢。 

二、 大部分產業為在地資源之直接運用，或生產銷售農副產品、

加工食品與手工藝術品等，發展效益及能量無法擴大。且因

學術與研究資源不足，產品研發與技術能量之輔導與引進有

所限制，未能使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三、 製造業多屬非附加價值高的產業類型，如食品製造、加工及

手工藝品等；商業服務業則除少數旅宿業具營業規模外，大

都以支援地方性消費服務為主，規模、功能、產值及經營形

式均受限。 

四、 花東地區地形狹長，資源分散，企業規模小又不集中，且缺

乏整體規劃及長期穩定的溝通協調與協助之平台與機制，未

能建立整體產業形象，有效運用資源。 

肆肆肆肆、、、、    整體發展架構整體發展架構整體發展架構整體發展架構        

花東地區之產業發展，依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

以及前項之資源與課題分析，建立整體架構如附圖。未來將針

對花東地區之策略性產業，包括觀光休閒、文化創意、有機農

業、深層海水、運動休閒、養生休閒、綠色能源及其他特色產

業等，透過本案機制予以輔導，達成以下目標： 

� 推動在地化產業； 

� 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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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計
畫
∣
經
濟
永
續

 

目標  
推動 

策略  

引投資 

增產值 

創就業 

促繁榮 

推動在地化 

產業 

創造 

就業機會 

提升地方 

產業實力 

資源 

整合 

訓用 

整合 

規劃 

整合 

服務 

整合 

產業研創 

資金融通 

人力培訓 

整合行銷 

土地利用 

觀光推廣 

產業輔導整合平台 

課題  政策 效益 

產業規模不足 

市場競爭力低 

專業人力不足 

資金取得不易 

地區特色及優勢 
未發揮 

缺乏空間整體規劃 

 

研發能量不足 

缺乏協調溝通平台 

 圖 1、加速花東地區產業輔導機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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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地方產業實力。 

為輔導花東地區在地優勢及特色產業，以及微型經濟之發

展，整合中央各部會及民間企業資源，從企業經營、人才、資

金、土地及行銷等方面提供整合性、獨特性及一條龍的服務、

協助與優惠措施，以加強花東地區產業發展之能量。主要之整

合政策構想如下： 

一、 規劃整合 

依據地區產業發展條件與特性，透過整體規劃提出產業

空間發展定位，作為政府與民間資源整合運用之依據，以有

效降低內部競爭，提升對外競爭優勢。 

二、 資源整合 

有效整合各部會資源，創造地方特色產業發展之最大效

益。 

三、 服務整合 

(一) 建立單一平台，提供產業輔導、資金融通、人力培訓、土

地利用、觀光推廣及整合行銷等一條龍服務。 

(二) 主動深入了解地方需求，建立互信並依據需求提供客製化

服務。 

四、 訓用整合 

依據地方產業發展所需之人力需求，進行人力培訓，使

得訓用合一，提高就業率。 

 

伍伍伍伍、、、、    運作機制及執行方法運作機制及執行方法運作機制及執行方法運作機制及執行方法    

一、 運作機制 

由花東推動小組指導，經建會會同相關部會以及花東兩

縣政府推動「花東地區產業整合加值輔導專案」，透過跨部會

協調及困難解決，協助執行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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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研發、創新：以擴大現有服務能量為主，結合部會資

源，提供創業輔導、技術研發及產業化協助；由經濟部負

責，其他部會協辦。 

(二) 資金融通：由經濟部成立諮詢服務窗口，依據產業輔導所

提出之資金需求協助申請，其他部會協辦。 

(三) 人力培訓：依據產業輔導所提出之人力培訓及產學合作需

求，由共同整合之資源，協助安排培訓課程及促成產學合

作事宜；由勞委會負責，其他部會協辦。 

(四) 土地利用：配合產業輔導之用地需求，整合等，協助檢討

活化利用國公有閒置土地；由財政部負責，其他部會協辦。 

(五) 觀光推廣：配合產業輔導及跨域加值，發展在地特色觀光；

由交通部負責，其他部會協辦。 

(六) 整合行銷：配合產業輔導作業，由經建會主動提供產品行

銷協助，其他部會協辦。 

 

 

 

 

 

 

 

 

 

 

 

 

圖 2、花東地區產業整合加值輔導專案之運作機制構想圖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 

內政部 教育部 經濟部 文化部 交通部 原民會 ．．． 

花東地區產業整合加值輔導專案 

(經建會會同相關機關推動) 

產業研發創新 

(經濟部) 

資金融通 

(經濟部) 

人力培訓 

(勞委會) 

土地利用 

(財政部) 

觀光推廣 

(交通部) 

整合行銷 

(經建會) 

定
期

報
告

 

指
導

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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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方法 

(一) 請各負責部會就工作項之資源及功能整合，規劃單一窗口

之服務，並視需要研提作業辦法；針對產業輔導之需求予

以即時、主動之協助，如有困難再提平台協調處理。 

(二) 由下而上： 

由經建會專案委託在地專業團隊進行由下而上之「客

製化」多元產業輔導，並視產業需要透過各工作項之負責

部會給予協助。 

(三) 由上而下： 

請各部會針對花東兩縣，以產業發展為主軸，針對產

業配對優勢分析(以花東永續發展策略計畫及產業有家家

有產業成果為主)，提出對花東地區產業發展之詳實資源盤

點及空間定位，做為推動產業輔導由上而下之指導；並訂

定明確的目標與績效指標，考量技術、市場及財務可行性

與跨域資源整合，研提優先推動計畫。 

 

陸陸陸陸、、、、    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    

一、 預期效益：提振產業、創造就業、吸引投資、繁榮地方。 

二、 關鍵績效指標(各部會可另行自訂)： 

(一) 輔導業者成功個案數…等 

(二) 輔導廠商產值增加量…等 

(三) 訓後就業率…等 

(四) 融資核貸案件及金額增加數…等 

(五) 相關補助計畫申請核定數…等 

(六) 其他(如專利案件數或相關認證案件數) 

    

柒柒柒柒、、、、    產業輔導優先推動計畫產業輔導優先推動計畫產業輔導優先推動計畫產業輔導優先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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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體呈現整合平台之效能，由各部會盤點相關資源，特

別針對花東地區之獨特性與本機制之整合面向考量，以四年為

期提出優先整合辦理之計畫，並自行擬定關鍵績效指標，做為

努力目標，必要時可申請基金以為協助。 

一、 計畫研擬原則 

(一) 應符合花東永續發展之目標，並屬花東重點發展產業及本機

制工作項目範疇。 

(二) 應掌握規劃整合、服務整合、資源整合及訓用整合之原則。 

(三) 應確認技術、市場及財務可行性。 

(四) 計畫內容應至少包括目標、績效指標、區位及對象、問題分

析、執行內容及方法、期程及財務分析、執行單位、預期成

果等項。 

二、 相關內容簡要說明如下(僅供參考，仍以各部會提報計畫為

準)： 

(一) 交通部--花東綠色旅遊產業輔導計畫 

「觀光旅遊」是經過產業發展配對分析後，花東地區最

具競爭力及地方特色之優勢產業，而「綠色旅遊」則是目前

之世界潮流，請交通部觀光局提出跨部會資源整合之綠色旅

遊產業輔導計畫。 

(二) 農委會--花東有機農業輔導計畫 

「有機農業」是農委會評估在所有適合發展之縣市中，

建議最適合在花東兩縣地區發展之優勢產業，農委會推動之

「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已有相當成效並將告一段落，請

持續提出跨部會合作、具創新性之有機農業輔導計畫。 

(三) 原民會--花東地區原民部落產業發展計畫 

原民產業受限於傳統農林漁牧等一級產業之發展，缺乏

創新及行銷策略；加上花東地區原住民族之青壯人口外移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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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導致產銷難以為繼，亟需透過適度之政策引導與加值輔

助，創造原民產業之榮景。請原民會針對「花東地區」之原

民部落產業發展，提出輔導示範計畫。 

(四) 經濟部--以石材產業、深層海水、綠能產業…等地方特色產

業為主之輔導計畫。 

(五) 文化部--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主之輔導計畫。 

(六) 內政部--請內政部跨司署就社區發展、社會福利、合作社…

等主管業務研提相關輔導計畫。 

(七) 其他部會—客委會、教育部、退輔會、勞委會、財政部…等，

均請就主管業務，從整合行銷、人才培訓、資金融通、土地

活化、異業結盟…等任一面向切入均可，以化被動為主動之

積極招商或下鄉輔導方式，自行研提相關輔導推動計畫。 

三、 目前各部會之推動計畫仍持續彙整中，俟本機制獲討論通過

後，將儘速進行研商確認，並逐步推動落實。 

 

捌捌捌捌、、、、    計畫進度管控計畫進度管控計畫進度管控計畫進度管控 

一、 本專案推動情形除定期於花東小組會議報告，針對推動執行

情形與窒礙難行之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外，另針對跨部門、跨

分工之困難問題，亦將適時召開專案會議進行研商處理。 

二、 以部會自訂之關鍵績效指標作為進度查核依據並由各部會自

行管控，定期由平台向推動小組彙報並可滾動檢討修正，惟

其關鍵績效指標之達成情形，將同時作為花東基金提供協助

之衡量指標。 

 

玖玖玖玖、、、、    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各項工作主要由各部會既有計畫及措施之經費支應，惟配

合本機制之加速推動工作，如有必要可申請花東基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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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融通資金融通資金融通資金融通－－－－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    
    

一一一一、、、、    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流程圖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流程圖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流程圖加強花東地區融資作業流程圖    
 

二二二二、、、、     現行各機關相關貸款辦法現行各機關相關貸款辦法現行各機關相關貸款辦法現行各機關相關貸款辦法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貸款辦法貸款辦法貸款辦法貸款辦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貸款額度貸款額度貸款額度貸款額度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青年創業

貸款    

20-45 歲 之

個人，所經營

事業成立未

滿五年    

每人每次最高額度新

臺幣四百萬元；同一事

業體最高總額新臺幣

壹仟二百萬元    

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

息百分之 0.575 機動

計息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青年創業

啟動金貸

款    

20-45 歲 之

個人且所經

營事業設立

未滿六個月    

符合優予核貸對象

者，貸款額度最高新臺

幣二百萬元，其餘為最

高新臺幣壹百萬元    

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

息百分之 0.575 機動

計息(依貸款餘額按

年利率百分之ㄧ補貼

金融機構最長 2年)    

    

中小 

企業 

中小企業 

服務中心 

(花東縣政府) 

馬上辦 

服務中心 

(經濟部) 

各部會委託辦理之
金融機構 

信用保證基金 

(經濟部) 

申
請

 

     

審
核

 

     

審
核

後
 

     

1

融資困難
是 否否退件並告知申請人 是 申請信用保證線上核發保證書承貸分行擔保品設定及保險 信保基金提供最高9成保證

融資輔導融資協處轉介

簽約對保

提出申請

撥款

案源開發案件受理承貸分行審查(含實地審查)是否承作
擔保貸款申請人是否提供擔保品

融資困難
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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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貸款辦法貸款辦法貸款辦法貸款辦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貸款額度貸款額度貸款額度貸款額度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勞委會    微型鳳凰

創業貸款    

年滿 20-65

歲婦女或年

滿 45-65 歲

國民，所經營

事業設立未

超過二年且

員工數未滿

5人    

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

一百萬元    

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

息百分之 0.575 機動

計息(貸款人前二年

免息，由勞委會補貼)    

經濟部    

中小企業

處    

企業小頭

家貸款    

員工人數未

滿 5 人之營

利事業    

1.週轉性支出：每一事

業最高額度新臺幣伍

百萬元，惟受災事業不

受額度限制；2.資本性

支出：以計劃經費之八

成為原則，得由承貸金

融機構依個案情形調

整    

由金融機構自行訂

定，惟移送信用證之

案件，貸款利率依不

同保證成數計收    

經濟部    

中小企業

處    

發展地方

特色產業

專案貸款    

中小企業    1.週轉性支出：貸款額

度最高新臺幣一仟萬

元；2.資本性支出或修

繕：貸款額度最高新臺

幣二仟萬元    

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

率加 2個百分點為限    

經濟部    

中小企業

處    

協助中小

企業紮根

專案貸款    

中小企業    每一申請人餘額最高

不得超過新臺幣六千

萬元    

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

率加 2個百分點為限    

經濟部    

工業局    

自有品牌

推廣海外

市場貸款    

完成商標註

冊之自有品

牌企業    

貸款額度以新臺幣三

億元為上限    

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

率，加承辦金融機構

加碼機動計息，金融

機構加碼以不超過 2

個百分點為限    

經濟部    

商業司    

流通服務

業及餐飲

業優惠貸

款    

從事批發、零

售、餐飲及物

流之企業    

每一申請企業貸款額

度最高新臺幣一億元    

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

率，加承辦金融機構

加碼機動計息，金融

機構加碼以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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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貸款辦法貸款辦法貸款辦法貸款辦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貸款額度貸款額度貸款額度貸款額度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1.75 個百分點為限    

行政院    

國發基金    

輔導中小

企業升級

貸款    

中小企業    每戶貸款餘額總計最

高新臺幣八千萬元    

以不超過郵政儲金二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年息百分之 2.25

機動計息為限    

行政院    

國發基金    

振興傳統

產業優惠

貸款    

傳統產業業

者    

每戶貸款額度最高新

臺幣一億元    

以不超過郵政儲金二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年息百分之 2.25

機動計息為限    

行政院    

經濟建設    

委員會    

促進服務

業發展優

惠貸款要

點    

從事服務業

之企業    

每一申請計畫最高不

得超過新臺幣一億元    

以不超過郵政儲金二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年息百分之 1.75

機動計息為限    

行政院    

國發基金    

促進東部

地區產業

發展優惠

貸款    

投資宜蘭、花

蓮、臺東之企

業    

貸款計畫所需資金之

70%為上限，惟核貸銀

行每年度核撥金額最

高為新臺幣四億元    

以不超過郵政儲金二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年息百分之 2.25

機動計息為限    

文化部    文化創意

產業優惠

貸款    

文化創意產

業業者    

第一類案件最高新臺

幣一億元；第二類與第

四類案件最高新臺幣

三千萬元；第三類案件

最高新臺幣二百萬元    

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

率，加承辦金融機構

加碼機動計息，金融

機構加碼以不超過百

分之二為限    

交通部    

觀光局    

獎勵觀光

產業升級

優惠貸款    

觀光旅遊、旅

館業者    

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

三億元    

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

率，加承辦金融機構

加碼機動計息，金融

機構加碼以不超過

1.65 個百分點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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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花蓮花蓮花蓮花蓮、、、、臺東地區金融機構一覽表臺東地區金融機構一覽表臺東地區金融機構一覽表臺東地區金融機構一覽表    

金融機構名稱金融機構名稱金融機構名稱金融機構名稱    分支機構名稱分支機構名稱分支機構名稱分支機構名稱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台灣銀行    花蓮分行    038-322151    

台灣銀行    台東分行    089-324201    

台灣銀行    北花蓮分行    03-8361163    

台灣土地銀行    花蓮分行    03-8312601    

台灣土地銀行    玉里分行    038-886181    

台灣土地銀行    台東分行    089-310111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38111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23011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東台東分行    089-325130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北花蓮分行    03-8350151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志航簡易型分行    089-224932    

第一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24611    

第一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24211    

華南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23181    

華南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10121    

彰化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23961    

彰化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2431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花蓮簡易型分行    03-835383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3716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5221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50191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45888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中華分行    089-331155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新港分行    089-851015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池上分行    089-862032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鹿野分行    089-551002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知本分行    089-512250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太麻里分行    089-781636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大武分行    089-791871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中山分行    089-33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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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57171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27171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10802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營業部    

03-835116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中山分社    

03-835571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主里分社    

03-835511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美崙分社    

03-822785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中正分社    

03-836214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富國分社    

03-857366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田蒲分社    

03-853216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建國分社    

03-857391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壽豐分社    

03-865411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玉里分社    

03-8980511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

合作社    
台東分社    

089-322001    

元大商業銀行    東信分行    089-324351    

元大商業銀行    馬蘭分行    089-326171    

元大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36127    

元大商業銀行    知本分行    089-513133    

元大商業銀行    卑南分行    089-222685    

元大商業銀行    豐榮分行    089-327166    

元大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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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61313    

玉山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11313    

萬泰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52299    

萬泰商業銀行    台東簡易型分行    089-32979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038-34593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台東分行    089-33989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光復分行    03-870224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瑞穗分行    03-887100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東花蓮分行    03-835110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西花蓮分行    03-857216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玉里分行    03-888317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鳳林分行    03-876116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仁里分行    03-853957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吉安分行    03-8537357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 0800-056-476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0800-089-921 

花蓮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         (886)3-822-7171 轉 338、822-3432 

台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         089- 3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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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及「花東
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推動花東產
業發展之目標。

� 產業為地方發展之基礎，本案期透過
資源盤點、課題探討、策略規劃，建
立產業輔導機制，加速達成「經濟永
續」之目標。

壹、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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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各部會所提計畫資源進行關聯分析
貳、投入資源關聯調查

部會別部會別部會別部會別 產業輔導產業輔導產業輔導產業輔導 資金融通資金融通資金融通資金融通 人力培訓人力培訓人力培訓人力培訓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行銷行銷行銷行銷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V V △ △ V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 V △

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 V △ △ V

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 V V △ V

農委會農委會農委會農委會 V V △ △ V

原民會原民會原民會原民會 V V △ △ V

客委會客委會客委會客委會 V △ △ V

勞委會勞委會勞委會勞委會 V V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V V △

退輔會退輔會退輔會退輔會 △ V V

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 V

V：主要工作項目；△：次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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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整體發展架構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計
畫
∣
經
濟
永
續

目標 推動

策略

引投資

增產值

創就業

促繁榮

推動在地化

產業

創造

就業機會

提升地方

產業實力

資源

整合

訓用

整合

規劃

整合

服務

整合

產業研創

資金融通

人力培訓

整合行銷

土地利用

觀光推廣

產業輔導及扶植整合平台

課題 政策 效益

產業規模不足

市場競爭力低

專業人力不足

資金取得不易

地區特色及優勢
未發揮

缺乏空間整體規劃

研發能量不足

缺乏協調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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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體發展架構
� 策略性發展產業(依據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策略計畫)

� 觀光度假
� 有機農業
� 文化創意
� 深層海水及海洋生技
� 運動及養生休閒
� 綠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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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運作與執行方法
�運作方式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

內政部 教育部 經濟部 文化部交通部 原民會 ．．．

花東地區產業整合加值輔導專案
(經建會會同相關機關推動)

產業研發創新
(經濟部)

資金融通
(經濟部)

人力培訓
(勞委會)

土地利用
(財政部)

觀光推廣
(交通部)

整合行銷
(經建會)

定
期
報
告

指
導
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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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運作與執行方法
�執行方法

� 請各負責部會就工作項之資源及功能整合，規劃諮詢
服務窗口，並視需要研提作業辦法；針對產業輔導需
求予以即時、主動協助，如有困難再提平台協調處理

� 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並重
�請部會會同花東二縣政府，以產業發展為主軸，考
量技術、市場及財務可行性與跨域資源整合，研提
優先推動計畫

�由花東基金專案委託在地專業團隊進行「客製化」
多元產業輔導，並視產業需要給予適當協助。

� 各項工作主要由各部會既有計畫及措施之經費支應，
惟配合本機制之加速推動工作，如有必要可申請花東
基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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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關鍵績效指標
�由部會訂定，作為查核依據

�輔導業者成功個案數…等
�輔導廠商產值增加量…等
�訓後就業率…等
�融資核貸案件及金額增加數…等
�相關補助計畫申請核定數…等
�其他(如專利案件數或相關認證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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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產業輔導優先推動計畫
�由各部會盤點相關資源，以四年為期提出優先整合
辦理之計畫。
� 研擬原則

�輔導對象：屬花東重點發展產業範疇，並具技術、市
場及財務可行性。

�輔導措施：包括產業研創、資金融通、人力培訓、土
地利用、觀光推廣及整合行銷等

�輔導計畫內容：應至少包括目標、績效指標、產業及
地點、輔導內容及方式、期程及財務分析等。

�俟本機制討論通過後，將優先請交通部、農委會、
原民會、經濟部及文化部依據上述原則研擬推動計
畫，提報推動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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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後續推動工作
�俟本案機制提報花東推動小組討論通過後
，本會將會同相關部會儘速提出優先推動
計畫，據以整合推動落實

�同時，專案委託在地專業團隊協助展開由
下而上之「客製化」多元產業輔導工作。

�針對跨部門、跨分工之困難問題，適時召
開專案會議進行研商處理，並將推動情形
定期提花東推動小組會議報告。

報告完畢
恭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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