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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高雄
橋頭科學園區年底開放選地建廠
打造完整科技產業聚落
文《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橋頭科學園區全景示意圖

高雄屢傳投資捷報，半導體與電子材料投資
熱絡，包含全球最大砷化鎵晶圓代工廠穩懋、全
球半導體封測領導廠日月光、被動元件龍頭國
巨、全球第三的半導體介面廠穎崴、日商半導體
內襯儲槽大廠華爾卡、全球領導先進材料及製程
方案供應商英特格（Entegris）等世界大廠陸續
投資高雄。

為加速科技產業群聚，高雄市政府積極與中
央合作加速橋頭科學園區開發，並與南科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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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招商推動小組，共享資源、積極招商國外材
料、半導體大廠落地投資，強化南臺灣半導體產
業供應鏈。其次，提升周邊生活機能，規劃捷運、
鐵路等大眾交通路網、園區巡迴巴士。再者，積
極爭取新市鎮開發投資抵減率，提供進駐廠商稅
捐、租金優惠、租稅和融資利息補助等方案，打
造高雄成為臺灣最好的投資環境，吸引高階人才
進駐，橋頭科學園區預計 110 年底開放廠商選地
建廠，預估可提供 1 萬 1,000 個就業機會，年產
值達 1,800 億元。

園區聚焦五大產業 打造科技產業聚落

一、 航太

航太產業是高雄金屬產業高值化的重要發展
方向，高雄金屬製造業歷經多年轉型發展，已形
成航太零組件製造聚落，主要產品為引擎零組
件、結構件、扣件、鑄造件等，年產值近 400 億
元，佔全臺三分之一。
二、 精準健康

隨著臺灣人口逐漸高齡化、民眾對醫療品質
要求提升，以及國際間新興市場興起，特別是東
南亞國家生活水準提升，當地民眾對醫療需求也
越來越高，因應 AI、大數據時代來臨，加上政
府推動長照政策，精準健康成為未來重點發展產
業，高雄積極推動數位化及智慧化醫療器材製
造能力，金屬產業從傳統加工朝向高值化產業發
展，如人工牙根在國內產品涵蓋率達 7 成以上。
三、 產業創新

運用 5G/6G 網路發展產業創新，智慧機器
人等創新科技產業聚落與人工智慧示範基地，帶
動自造風潮。此外，高雄市政府積極推動「亞洲
新灣區 AIoT 創新園區」，通過建置 5G 網路的基
礎設施，提供企業最完整實驗型場域。
四、 智慧機械

高雄金屬產業由中鋼等上游材料端帶頭形塑
完善產業上中下游聚落，帶動如扣件、航太、醫
材、工具機等金屬關聯性產業發展，高雄岡山一
帶更具有「螺絲窟」之稱，外銷佔比約為 90%。
五、 半導體

高雄市政府善用既有重工業基礎、南臺灣科
技廊道的產業聚落優勢，配合中央「推動高雄半

投資臺灣

橋頭科學園區面積 262 公頃，劃設 185 公
頃產業專用區 ( 產業用地 164 公頃、園區公用設
備用地 21 公頃 )，園區將結合 AIoT 新興數位科
技產業，以航太、精準健康、產業創新、智慧機
械及半導體等為重點引進產業，協助在地化產業
升級。園區緊鄰高雄市區，30 分鐘內可達高雄
國際機場、高雄港等重要交通樞紐連接國外各大
城市。不僅如此，園區緊鄰國道 1 號高速公路、
高鐵左營站、高雄捷運，未來聯外道路開闢後，
到岡山交流道僅需 5 至 10 分鐘，同時與高雄新
市鎮發展區相距不遠，周邊住商休閒生活機能充
足，未來發展潛力無窮。

導體材料專區」的政策規劃，積極向半導體材料
關鍵廠商招商，期望以台積電、日月光、華邦電、
穩懋等半導體廠為核心，串連南科、路竹、橋頭、
楠梓、大社、仁武、大寮、林園、小港等園區，
建立南部半導體材料「S」廊帶，帶動 5G、AI、
電動車、智慧機械發展，打造半導體供應鏈生態
系。

開發投資獎勵 挹注創新能量
一、 園區投資獎勵

（一）園區為保稅區，以產品勞務外銷者，可享
有營業稅稅率為零，並免徵貨物稅。

（二）享有新市鎮開發條例租稅優惠，包含投資
總額 20% 內抵減當年度營業所得稅，當
年度不足抵減時，可於以後 4 年內抵減之；
於施工期間免徵地價稅，另完工後 5 年內
房屋稅、地價稅及買賣契稅減免；投資建
設計畫經內政部或高雄市政府審核後，可
與配合金融機構提供優惠貸款，並協助從
證券市場籌募資金。

二、 研發獎勵

科學園區提供創新研發產學合作輔助，取得
園區「科學工業」資格且結合產學合作模式得提
出申請，每件獲得核准之研究發展計畫，最高可
項目
自國外輸入原料

自國外輸入燃料、
物料、半製品
自國外輸入自用
機器、設備
將貨物 / 勞務輸往
國外

輸往保稅區供營運
有關之貨物 / 勞務

自課稅區購買供營運
有關之貨物 / 勞務

免徵
進口稅捐
貨物稅
營業稅
推廣貿易服務費

優惠措施

免徵
進口稅捐
貨物稅
營業稅
推廣貿易服務費 ( 含樣品及供貿易用之成品 )
免徵
進口稅捐
貨物稅
營業稅
推廣貿易服務費

免徵貨物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
營業稅零稅率 ( 含銷售予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
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 )
免徵貨物稅
營業稅零稅率
免徵貨物稅
營業稅零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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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輔助金新臺幣 1,000 萬元，以及產學合作、
人才培育及專案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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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積極招商 完備廠商需求
一、 供水充足

園區預估用水量為 4 萬噸，鄰近再生水廠每
日產出超過 14.5 萬噸再生水，可提供園區每日
0.2 萬噸用水，園區亦設有污水處理廠，可進行
3.6 萬噸汙水處理。此外，高雄積極開發伏流水
與再生水廠，伏流水每日最高可達 70 萬噸。
二、 用電無虞

園 區 已 獲 臺 電 公 司 同 意 預 估 能 提 供 45 萬
Kw，同時高雄累積總發電量 500 億度，僅占總
發電 56%。
三、 豐富人才資源

高雄擁有 16 所大專院區園區，具備多元化
特色科系，每年培育近 14 萬員專業人才，高雄
市政府整合在地大專院校打造產官學研交流平
臺，鏈結國際大廠與全臺頂尖大學學生定期舉辦
產學工作坊，為企業提前儲備優質人才。
四、 完善醫療設施

高雄市區擁有高端醫療環境與頂尖人才，具
備 4 個醫學中心、7 間區域醫院與 75 間地區醫
院，醫療資源完善豐沛，為企業打造優質生活機
能與投資環境。

全力營造友善投資環境

歡迎國內外

廠商加入投資高雄隊

橋頭科學園區 108 年正式啟動招商，科技
部南科管理局舉辦「橋頭科學園區招商說明會暨
產學合作成果發表會」，吸引上百家廠商與產官
學界人士出席，會中更有日月光、智崴集團、國
巨、華宏科技、中光電智能、鑫科、長行生技、
太普等 8 家企業簽署進駐橋頭科學園區的投資意
向書，今年高雄市經發局與南科管理局聯手，舉
辦「橋科領航 高雄飛翔」招商說明會，現場吸引
逾 120 家廠商湧入，高雄市陳其邁市長、科技部
吳政忠部長均親自出席，共同見證半導體大廠達
興材料、新特系統、5G 通訊元件關鍵業者皇亮
科技、巨頻科技、電動車零組件廠先進傳動和成
大精機，以及在地金屬扣件指標大廠鋐昇實業等
7 家業者的進駐簽署儀式，預定最快今年底開放
廠商選地設廠。

為力拚經濟、積極招商引資，高雄市政府經
發局打造在地專屬「投資高雄事務所」，提供招
商服務單一窗口、逐案配置專案經理、成立招商
資源平臺媒合用地。此外，廠商遇有投資障礙時，
通過「高雄市政府重大投資推動小組」邀集府內
相關局處一次性告知審查，極小化進駐時間成
本，營造全臺最優質的投資環境。橋頭科學園區
作為近年釋出最大、最完整的產業用地，歡迎有
興趣投資高雄的廠商趕緊來，一起加入投資高雄
隊。
投資高雄事務所專線 07-336-0888

110 年 4 月 7 日橋科招商說明會，由達興材料、皇亮科技、巨頻科技、新特系統、鋐昇實業、先進傳動及成大精
機等 7 家廠商代表簽署投資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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