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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 

(一)作業流程 

見圖 1 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之管理輔導

作業流程、圖 2 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遷廠、

關廠之管理輔導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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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農業相關審認 

申請人 其他機關 主管機關 

112 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轉型

計畫書、工廠改善計畫及應

檢附文件 

審查 

文件是否齊備及 

轉型計畫書 

審查 

工廠改善計畫書 

圖 1 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管理輔導作業流程 

聯合審查 

聯合審查 

通知 

111 年 3 月 19 日前 

提出納管申請 

通過 

未通過 

核定工廠改善
計畫 

通過 

2 年內完成工廠改善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辦理用地變更 

111 年 3 月 19 日前書面通知位

於農產業群聚地區之低污染既有

未登記工廠業者提出納管申請 

未通過審認者，由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提出轉型、遷廠或關廠之切結書 

依特定工廠登記

辦法規定辦理納

管程序 

申請人應於 60日內或

112年 3月 19日前提出

遷廠或關廠計畫 

(接下頁流程圖 2) 

非
必
要
程
序 

申請人應於 30 日內出具

同意轉型、遷廠或關廠

之切結書 

112 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遷

廠或關廠計畫 

(接下頁流程圖 2) 

未提出轉型 

提出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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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轉型計畫之申請人

應於 112年 3月 19日前提

出遷廠或關廠計畫書及應

檢附文件 

申請人 其他機關 主管機關 

轉型計畫未通過之申請人

應於 60 日內或 112 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遷廠或關廠計

畫書及應檢附文件 

審查 

文件是否齊備及遷廠

或關廠計畫書 

圖 2 位於農產業群聚地區之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遷廠、關廠管理輔導作業流程 

聯合審查 

書面通知申請人

於核定之輔導期

限內完成遷、關

廠，得展延 2 年 

核定輔

導期限

2~4年 

通過 

納管申請人未通過農業相關審認，且未

提出轉型計畫，或轉型計畫未通過，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提出遷廠或關廠計畫 

於核定之輔導期

限內完成轉型、

遷廠或關廠 

定期(每年至少 2

次)派員至現場

瞭解業者辦理進

度，作成書面紀

錄，並宣導政府

輔導之相關措施

及資訊 

辦理現場會勘並

作成書面紀錄 

配合主管機關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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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對象 

屬 105 年 5 月 19日以前既有建物事實，具已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低

污染事業事實，且於 111年 3月 19日前申請納管，申請納管時該事業

仍持續中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認符合下列條件： 

1、 符合「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不宜設立工廠者」第 28項但書規

定。 

2、 未符合「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不宜設立工廠者」第 28項但書

規定，納入轉型、遷廠或關廠者。 

(三)輔導方式 

1、 符合納管條件之工廠，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規定，辦理納管程序。 

2、 未符合納管條件之工廠，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

符合輔導對象之業者提出後續同意轉型、遷廠或關廠之切結書（參

附錄 1 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

計畫申請切結書），業者應於收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個案

審認結果通知後 30日內出具同意轉型、遷廠或關廠之切結書，並

於期限內提出轉型、遷廠或關廠計畫。 

(四)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計畫及工廠改善計畫之

審查 

1、 業者提出轉型計畫及工廠改善計畫 

業者至遲於 112年 3月 19日前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 8條規定提

送轉型計畫（參附錄 2 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轉

型計畫（範本））及工廠改善計畫。 

業者提出之轉型計畫書中應包含下列事項及其預計達成之期程： 

(1) 轉型後之產業類別 

(2) 機器設備之安排 



5 
 

(3) 現有勞工之安排 

(4) 現有廠房及建築物之處理 

(5) 污染防治作業規劃 

2、 主管機關審查轉型計畫及工廠改善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農業機關先行審查轉型計畫，轉型

計畫經審查通過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工廠改善計畫

審查，及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其餘輔導及管理依「未登記工廠管理

輔導執行方案」參柒、一、(四)~(八)規定辦理。 

(五)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遷廠或關廠計畫之審查 

1、 業者提出遷廠或關廠計畫 

(1) 未提出轉型計畫及工廠改善計畫者，至遲應於 112 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遷廠或關廠計畫（參附錄 3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

有未登記工廠遷廠或關廠計畫（範本）），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

輔導申請（參附錄 4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核

定輔導期限申請書）。 

(2) 如係提出轉型計畫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於 112 年 3 月 19 日前

提出遷廠或關廠計畫，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輔導申請。但自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之函文送達之日起至 112年 3月

19 日止未滿 60日者，或通知之函文送達之日已逾 112年 3月

19 日者，得於該通知之函文送達翌日起 60日內提出遷廠或關

廠計畫，不受應於 112 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遷廠或關廠計畫之

限制。 

2、 遷廠或關廠計畫之審查 

業者提出之輔導計畫書中應包含下列事項及其預計達成之期程： 

(1) 預計遷廠或關廠 



6 
 

(2) 關廠規劃或遷廠之地點 

(3) 機器設備之安排 

(4) 現有勞工之安排 

(5) 遷廠或關廠前之廢污水處理原則 

(6) 現有廠房及建築物之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邀集農業、環境保護或相關機關組成

聯合審查小組，或以加會、併行審查之方式進行審查，並得辦理現

場會勘。 

(六)輔導期限之核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考量業者廠房及建築物面積、僱用員工

人數、業者現行污染防治設備設置情形及環保違規紀錄等，核定輔導

期限。（參附錄 5農產業群聚地區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核定輔導期限

因素評分表/輔導期限對照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輔導期限最長以 4 年為限（不含展

延期限）。若業者不能於核定之輔導期限內完成者，有正當理由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 3 個月之前申請展延，但展延期間合計不得超過 2 年。輔

導期限最長至 119年 3月 19日為限（含展延期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核定輔導期限之案件，包括工廠基本

資料、個案之考量因素及基準表，提報工廠管理輔導會報。 

如案件經工廠管理輔導會報通知有不同意見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參工廠管理輔導會報決議內容之要點，重新審查後再通知申

請業者，並陳報工廠管理輔導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