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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地區石化業的發展迄今已臻成熟境界。其經由「逆向整合」的方式，由

下游加工業開始發展，逐漸產生對於中上游石化產品的需求，因而建立起台灣石

化業上中下游之完整體系的發展模式，向來為世界發展石化業參照之楷模，而台

灣化工產業產值亦從 1990 年 1.09 兆元，擴增至 2014 年 4.27 兆元，其結構上是

從塑膠製品為主漸形成以石化中間原料為主之趨勢。 

然而，面對 2015 年台灣中油五輕關廠，短期國內石化原料乙烯之擴充供應

將有困難，如要維持石化產業之永續發展，建構石化專區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過去經濟部曾多次致力推動石化專區之建構，但都不很順利。例如原本計畫在台

南濱南工業區（七輕）、屏東南州（八輕）、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台西區、彰化

縣大城海埔工業區(國光石化)等地區，擇一作為石化專區，惜因環境影響評估相

關審查未能通過，以及地方政府反對、環保團體抗議等因素而中止。 

加以，2014 年 7 月 31日深夜，高雄市區發生石化管線氣爆事件後，各界關

注市區石化管線管理問題，經濟部要維持石化產業，以推動設置石化專區是比較

合適的方法。 

而近年亞鄰國家崛起快速，對石化產品需求成長快，且紛紛投入石化產業，

彼此間又有關稅優惠協議，我國石化產業生存發展面臨嚴峻挑戰。而石化專區之

設立，有其群聚、規模經濟、集中管理三大效益，並有助於逐步落實石化高值化

的產業發展目標。 

鑑此，今(2015)年度本社在林茂文顧問和台灣綜合研究院的協助下，規劃『評

析國內外石化專區之優勢及借鏡』、『設置國內石化專區之突破作法』和『建構國

內石化專區之藍圖』三場主題座談會，分別敦請中國石油學會朱少華理事長、台

綜院吳再益院長、台塑石化陳寶郎董事長、台灣中油林聖忠董事長、工業局吳明

機局長，以及本社潘文炎董事長主持，並協請石化公會謝俊雄總幹事、工研院 IEK

曾繁銘組長，以及林茂文顧問針對各場次主題進行引言，三場座談會共邀請 49

人次之產官學研代表出席，結合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針對台灣石化專區之規劃，

提出各面向之論述。 

前言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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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具競爭力石化專區」議題，舉辦一場研討會，邀請新加坡盛邦裕廊公

司陳維隆副總裁、德國巴斯夫大中華區營運與基地管理莫立森資深副總裁，和大

陸盤錦市人民政府王永威副市長三位俱石化專區規畫營運之專家來台，分別分享

新加坡裕廊島、德國巴斯夫路德維希港，和盤錦遼東灣新區等三地，石化產製園

區一體化設計營運模式之實務經驗與國際發展趨勢，以及台灣綜合研究院吳再益

院長提出台灣建構具競爭力石化專區之研析，研討會也邀集台灣多位專家學者提

出台灣建構具競爭力石化專區之相關建議，共同參與研討，希望能讓國人對台灣

石化產業之發展提供不同思維方式，引導國人對石化專區之建置有更深入的瞭

解。 

有感於三場座談會和一場研討會，從國內石化產業特性出發，借鏡國外石化

專區設置經驗，共同研討國內外石化專區優勢、研議我國石化專區之最適型態、

設置國內石化專區之突破作法及建構國內石化專區之藍圖構想，多面向提出多元

見解與論述，內容深具啟發，特彙整相關論述出版專題報告，希冀這些寶貴觀點

能更廣泛為大眾參考，期能針對我國石化產業發展獲致共識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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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石油化學工業中心之建置與營運 

 

一、石化專區特性與構成內容 

石化專區學術名詞應該為石油化學工業中心，但依業界、學界討論會有不同

用詞，但定義都是相同的，例如石油化工中心(petrochemical center)、石油化工園

區(petrochemical park)、高雄設立石化專區(petrochemical zone)、石油化工複合體

(petrochemical complex)，差不多在 20~30 年前中油公司將 Complex 寫成複合體，

直到現在，日本則稱(petrochemical conbinate)，是源自於俄文，蘇聯過去有集中

營、人民公社，代表石油化工廠集合體，這些字雖然不同，但定義都大同小異，

一般而言石油化學工業中心較為貼切，因中心比石油化工園區(petrochemical park)、

石化專區(petrochemical zone)有更廣泛意義，石油化工園區(petrochemical park)可

能只有石化廠的集合，但是有關石油化工中心的一些內涵並不包括在內，因此意

思就有些許的差異。 

 

 

圖 1-1 石化專區不同名詞相同定義 

 

石油化學工業的特色，將來真正在台灣發動石化專區時，將會有很多論述，

特別要與各行各業以及政府溝通，依過往經驗，溝通原來是以我們最簡單的一些

特色，以最簡單的溝通論述。 

石化工業是三多工業資本、技術、勞力密集，既然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

但現在政府把石化工業稱作傳統產業，即使不是高科技，至少應稱既有產業，石

化工業要有大規模的投資，現全世界 200 個國家只有 57 個國家有石化工業，可

見石化工業具有非常特別之整合性。 

石化廠特性是建廠成本高，如壓縮機即百萬美元之譜，一旦蓋成，往後 20

年、40 年操作成本則非常低，若高雄設石化專區，是不是在專區設好後，舊廠就

要搬呢？這是重要課題。 

不同名詞相同定義 

石化工業中心(Petrochemical center) 

石化工業園區(Petrochemical park) 

石化工業專區(Petrochemical zone) 

石化工業複合體(Petrochemical complex) 

石化工業集中區(Petrochemical conb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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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廠是高度自動化(流體操作)，因此很多運輸管道。還有很重要的是高溫

高壓連續反應操作，很多批評石化工業二氧化碳排放特別多，僅次於鋼鐵工業，

但既然是高度耗能產業為什麼還要存在呢？因為高溫高壓反應，因此耗能特別多，

規模大產量以幾萬噸計算，和肥皂牙膏工廠不同。 

傳統石化工業固然有汙染甚至高污染，但是現在科技可以做到無害程度，稱

作可控制程度，但無法向社會大眾說可以做到零汙染，但可以做到可以接受的程

度，但任何產業涉及生產即有污染問題。 

石化業為什麼存在呢？因為石化業創造高附加價值，1 塊錢石油我們可以變

成 100 元、1,000 元最終產品，這是非常重要理念。石化工廠特別是石化專區，

設立有必要條件，例如以中國大陸之地緣之大，可以成為理想石化專區地點也不

多。 

石化的存在他的各種產品是人類文明創造者，過去與監察院及環保團體打官

司，有關於禁用塑膠袋，石化廠老闆及百姓大家都認為荒謬議題，不能與現實情

況脫離。 

 

 

圖 1-2 石油化學工業之特色 

 

日本石化專區協助過去在經濟蓬勃發展，日本經產省訂通則是要設立成功

石化中心至少要有下列條件： 

1. 基礎設施：如果沒有好的地點能夠符合石化中心條件要求，就沒辦法做成。

中國大陸現都號稱石化中心有 100多平方公里，大概 1/3 台灣大範圍。 

2. 政府的政策：如果政府政策不支持的話談再多都沒有用。最近有很多報導文

章都說，石化中心、石化專區應該由政府發動而不是由業界請求政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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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准，簡單來說石化工業在經濟上創造非常大產值和價值，以政府的立

場這是對政府有利事情，有助於 GDP 的提高，所以政府應該以政策支持規

劃石化專區發展。 

3. 原料：國內石化公會去年底組織考察團到俄羅斯，俄羅斯是世界最大國家，

在西伯利亞西部要做新的 Convex，他們原料從從 1,000公里外天然氣田用配

管方式運送，可見原料供應是重點。 

4. 公用物質：石化業會用到大量公用物資，輕油裂解要將碳氫化合物在 1,000

℃裂解再冷卻-200℃，直接公用物資需要多少，假如一個地方公用物資供給

不足的話則不能成為中心。 

 

 

 

圖 1-3 日本石化專區之經濟有效營運 

 

5. 市場操作和維護能力：台灣似乎不成問題，如果在中東國家建設，操作和維

護能力在過去工程師都要靠外勞。 

6. 企業設計和建廠能力：計劃與籌劃是非常重要，近年古雷案就有經驗，計劃

和可行性研究跟一般石化廠中工程師經驗差別很大。 

7. 相關工業（產業）配合：在經濟高度發展的台灣不是問題，但如果在埃及、

開發中國家成立石化專區就會有問題。例如當地機械、電機、土木.等行業配

合。以上是建立石化專區所需必要條件，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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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各國石化專區情形 

最近 3~5 年來，全世界因為有新的大型石化中心出現，因此過去所瞭解之大

型石化中心定義有些改變，石化中心不僅是石化廠集合，包括幾樣要件，在 20

年前，所謂石化園區、石化中心包括兩個中心，一是烯烴中心（Olefin Center）

另一個是芳香烴中心（Aromatic Center）簡單而言是芳香烴、苯、甲苯、二甲苯，

另外一個是乙烯、丙烯、丁二烯。 

由六個基本原料出發可生產千百種的石油化學產品，現進一步擴大到要有煉

油廠配合，由煉油廠提供這兩大中心所需進料，馬來西亞現新籌劃石化中心，稱

做 RAPID(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s Integrated Development)，石化中心現必須

要考慮此情形，不同單元，原料、成品互相流通，有工廠產品正好可以做其他工

廠進料，如煉油廠須要很多氫氣，正好石化廠脫氫可使用，因此現在新石化中心

叫煉化一體，煉化一體主要是中國在講，煉化一體就是石化中心基本條件，現在

特別要強調(Refinery petrochemical integration)，各項物料可以互相支援。 

現業界、學界所稱循環經濟特區，或生態園區，循環經濟特區只有中國大陸

在說，簡單而言就是原物料進園區吃乾摸淨沒有任何廢料產生，我的廢料剛好是

另外一家公司進料，是否要做到這樣事實上見仁見智。 

 

 

 

圖 1-4 煉油廠與石化廠之整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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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園區可大可小，石化的定義是廣義與狹義之分，最完整是在中心裡面從

原料開始一直做到最終成品，在經濟學家講石化向前整合、向後整合的問題，圖

1-5 之外為這兩圈我做基本原料，塑膠、橡膠、清潔劑主要石化產出不是單體就

是聚合物，但石油化學應用在食衣住行各個領域及各個產業，所以外圍稱最終產

品，現在中國大陸新石化中心是保留一塊做 4~5 次加工，這用詞和台灣不同，台

灣會稱一次加工、二次加工，將塑膠粒做成塑膠皮是一次加工，塑膠皮拿來做塑

膠帶是二次加工，所以有多次加工，簡言之將來設立石化專區或石化中心有不同

型態，依規模大小而定。以日本石化中心為例，台灣石化業比日本晚 15 年，比

美國晚 30年，日本 1950 年代開始，積極建設石化中心，強調成立中心體制就是

聚合。 

 

 

圖 1-5 石化中心與關聯產業 

 

中油公司在 1968 年成立一輕，一輕當時規模 50,000 乙烯噸/年，現今 120、

150萬規模，可看到不斷進步。日本國土分四個島，分別是九州、北海道、本州、

四國，而石化中心坐落有兩個特色 1.10 幾個石化中心都在海岸，換言之，港口是

石化園區必要條件之一，特別是靠近東京灣最早建設，鹿島石化中心、川崎石化

中心，在第二大城市大板，例如；大板石化中心，南部也有一些重要的石化中心，

因此可看到日本比台灣早十多年來的研發理念石化中心的條件可以看得非常清

楚。重要石化中心坐落距離東京 1,200 萬人口的大都市，搭車須半小時可抵達海

邊，表示石化業並沒有這麼可怕，石化污染是可以解決的、是可以坐落大都市旁

的，因此日本情況可以成為我們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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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界各石化中心，例如新加坡裕廊島特色是將七個島填海造陸，新加坡是

城市國家，距離市中心只一水之隔，新加坡設廠最重要的是廠商能否進入核准，

因新加坡預設各種環保標準，接著要瞭解新加坡先規劃好誰要進入這個廠，在如

此大面積之下要容納誰，例如馬來西亞的中心還沒有開始建設時就向世界各地廠

家招商。要在高雄設置石化專區最重要的是；中心籌劃就要開始招商，決定誰落

腳。因此新加坡成功在於他成功吸引知名廠商。 

德國第一工商大城─法蘭克福，最大最老石化中心距離法蘭克福搭車不需半

個小時，石化廠附近都是森林、沿岸河畔更是清澈、空氣新鮮看不到任何排放可

說山明水秀地方，完全看不出是石化園區。當然也有名不符其實之處，如整個廠

區的 House Keeping 與高雄廠比起來並沒有較優越之處，機器設備堆放並沒有管

理得很好。 

日本岩國石化中心位於九州南部，岩國一帶是觀光區，因此石化園區與觀光

區是可以並存。還有中國在杭州灣岸旁上海賽科石化中心，將來台灣若要建石化

中心可將此作為例子做為借鏡：此石化中心裡頭有許多的知名廠，所謂的 3B 之

鄉是英國的(BP)、德國的 Bayer 和 BASF 等。此石化園區最大的特色是高度集中

的系統，石化園區的原則是以整個園區做一個集中性共水共電方式，推行「工廠

公園化」集中系統，工廠必須要有維修能力及零件，整個園區組織維修公司 24

小時待命，因此每一家公司就可以在這部分節省人力成本。 

 

 

 

圖 1-6 日本石化中心與乙烯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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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俄羅斯來石化公會招商，俄羅斯在 2030 之前有 6 大石化園區要開，分

別分佈在歐洲及亞洲地區，利用當地盛產天然氣來做乙烯、丙烯、塑膠......等此

園區基本上是原料取向以及新設備的建置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表 1-1 世界石化中心範例 

國別 石化中心 特色 

新加坡 裕廊島 預設環保標準，世界名廠進駐 

德國 路維夏芬 山明水秀、新舊廠參雜 

日本 岩國 鄰風景區，污染防治佳 

中國 上海賽科 三 B之鄉，高度集中系統 

俄羅斯 托波爾斯克 Tobolsk 原料，市場取向 

 

中國大陸這幾年蓋了很大的石化中心，長興島在渤海灣前方填海造陸非常堅

實，不僅將七個島合併也將旁邊的石頭山剷平；在 10 多公里之外所居住居民及

員工都是花費好幾年才遷到外圍，因此園區是沒有住家，因此長興島之招商、設

立建設公司、政府預算、公司向銀行貸款、管理......等也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鏡。

長興島碼頭最左邊靠遼東灣，有大碼頭、厚土碼頭，將來是做煉油廠及輕油煉解

廠之用，中國的兵器工業部，有別於中石油、中海油，將來在那邊做，落腳在那

有聯成、長春、也有台灣在那邊第一大的 EPS 製作發泡聚乙烯的建龍公司，最北

邊有一塊藍色湖，將來水從那邊過來不成問題，湖下方另外留了一塊園區是四、

五次加工，將來在這做的產品都在此處加工；此園區的右方葫蘆形的這是另外一

個海港，特色是三面是山，只有一個出口，此處的基本條件事非常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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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大連長興島石化中心 

 

 

圖 1-8 盤錦石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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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石化專區重要課題 

最後在高雄或其他地點設立石化中心我們有哪些課題。包括政府政策的支持；

所謂的政府是高雄市政府及工業局、經濟部，假設這些政府單位他不發動石化中

心的設立，則由業者自己來發動要執行是非常困難。特別強調政府溝通，我們必

須先得到肯定承諾再往前走才有意義。原因如下： 

1. 在過去先進國家日本、美國等經驗，政府對石化園區扮演育成者的角色、教

師的角色：業者們可以依靠長官們來給予指點; 

2. 政府要擔任照護的角色：當業界碰到困難，可以幫你解決問題這兩點是非常

重要; 

3. 地點的選擇：石化園區重要條件是坐落地點(ex:南高雄、北高雄)和住戶的搬

遷(大林蒲)，即使向中國大陸這樣人治社會現在也都面臨到困難這是我們必

須要意識到的; 

4. 購買土地及關鍵建廠的預算：政府應該規劃這項預算; 

5. 公用物資：石化新理事長表示高雄缺電缺水，談到新的石化園區海水淡化是

不可少的課題; 

6. 原料多元化：過去是用輕油來做原料，只要有煉油廠即可；現在並非如此，

現在有煤化工、甲醇、從美國加拿大進口的頁岩氣......等，因此所須的加工

廠及設施就會有所改變; 

7. 汙染總量管制問題：高屏地區馬上就要實施總量管制，總量管制實施以後就

必須以過去最高量來減 3%~5%還沒有落日條款，是否要一直減下去我們並

不曉得。另外是要關閉既有石化廠來達到減量的要求。如此舊廠就無法生存，

那新石化開的起來嗎？ 

8. 環評：施部長說全世界 200個國家中，只有台灣只要有 1 個環評委員不同意

就把石化中心計劃終止。 

9. 地價及投資效益：規劃中必須要考量。 

10. 關舊建新、搬遷舊廠：是否能賺錢事實上所涉及的問題非常的複雜。 

 

在高雄設石化中心之課題 

• 政府政策與支持 

• 政府扮演角色: 育成者、教師、護士 

• 地點選擇 

• 住戶搬遷 

• 購買土地或闢建廠址預算 

• 公用物質：高雄缺電、缺水、需海水

淡化。原料多元化？ 

• 汙染總量管制 

• 關閉既有石化廠達到減量要求 

• 環評 

• 投資建廠者意願 

• 地價、投資效益 

• 關舊建新？搬遷舊廠？新建草根廠？ 

• 仁大石化區搬遷？變更商業區？ 

圖 1-9 高雄設石化中心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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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設置國內石化專區之突破作法 

 

石化產業朝向專區發展為世界趨勢，如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韓國，

相對台灣專區的規劃較為落後。在高雄氣爆發生前業界內就有設立石化專區的想

法，只是一直未真正落實，石化專區是有存在必要性的，石化專區無論上、中、

下游是息息相關的，大家都應該共同關切。 

一、我國石化工業和產業趨勢 

我國石油化學工業發展係以逆向整合方式，自下游加工業的需求，衍生出發

展中、上游石化原料的必要性，而建立石化工業完整的上、中、下游體系。我國

的石化工業起步早，由 1968 年中油公司第一座輕油裂解工場及第一芳香烴工場

落成，到了 2014 年 8 月中油新三輕取得操作許可，使得 2015 年我國石化業乙烯

產能達到 450 萬噸，乙烯產能位居全球第 10 位。我國石化工業發展分為中油和

台塑兩大體系，台塑在雲林麥寮工業區乙烯產能 293 萬噸，加上下游 60 多座工

廠，構成一個具競爭力上下游整合的石化中心。 

高雄地區是我國石化工業最早的發展重鎮，由於當初發展較早，連接幾個工

業區的原料和中間體運輸依賴管路輸送，其後因為城市的發展逐漸擴充，使得許

多原來在郊區的地下管線，變成通過市區道路或鄰近住家的管線。其中，中油有

高雄煉油廠、大社、仁武、大發、林園等五個石化工業區，分散在高雄市區的北、

東、南區域，除了原料輸送管線工安問題外，內陸輸運成本高，廠商分散整合程

度不高，造成石化產品生產成本高，競爭力低的問題，也是促成規劃石化專區的

重要因素。 

 

二、產業發展階段需要石化專區 

自從 2014 年 731 高雄氣爆發生後，政府、業者、專家學者、居民檢討發現，

石化管線的存在是為了輸送原料到高雄北方的仁大工業區石化工廠，高雄市政府

認為他們有責任建立一套安全設施讓高雄市民得以生活在安全環境，但現存在高

雄市的地下管線有其存在的背景與必要性，若要完全降低其危險性，減少管線穿

越市區的危險，勢必將設置石化專區，在高雄沿海地區集中石化廠區，逐漸移除

仁武大社工業區的管線，以達到高雄市政府的要求，亦是業界和政府有共識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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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高雄市府。 

圖 2-1 高雄地區石化管線示意圖 

 

三、建石化專區考慮因素 

石化專區的設立必須先確定地點，且專區附近必須要有碼頭，方便運輸船隻

進出，港口與碼頭是石化專區重要的一環，另外，土地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各

項資源問題等等，皆是設置石化專區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而明確石化專區管理

規章、協助廠商生產的管理制度，協助廠商申請、建廠、營運管理制度，皆可提

高進駐廠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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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5)。 

圖 2-2 規劃石化專區考慮之重要議題 

 

1.土地開發及填海造陸工程 

石化專區的開發行政程序包括:土地區位選定、土地取得與規劃、土地租售、

道路規劃開闢、環評審查程序、廠商進駐程序等。由於石化業依賴港口進出口、

產品具有燃燒爆炸的性質，因此石化專區規劃的地點鄰近港口的濱海地區，便於

輸儲，而且隔開民宅，減少工安和環保紛爭，而要具有足夠發展的面積，依照石

化專區的廠商生產項目和產能規劃，規劃出石化專區面積，參考目前林園工業區

面積 400 公頃、台塑六輕工業區 2,000 公頃土地，一個具有上下游整合的石化中

心需要 500 公頃以上土地。 

目前各界提議之石化專區地點為大林蒲遷村、南星計畫用地、洲際貨櫃三期

填海造陸等三處可能地點。大林蒲遷村需要和地方居民溝通，遷村、補償、居民

安置等作業後，才能進行石化專區申請、編定，並進行專區開發，而南星計畫用

地，需要石化專區變更、環評、整地等作業，洲際貨櫃三期則需要填海造陸、石

化專區申請、編定，並進行石化專區開發。請參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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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府。 

圖 2-3 未來石化專區三個可能地點 

 

將開發案與相關機關團體產生互利互惠，則可行性便可有所提升。如規劃高

屏大湖用地面積約 700 公頃，準備挖掘約 12 米深度大約產生 6,000 萬平方米的土

壤，可作為未來填海造陸的來源，同時亦可說服高雄市與屏東市在高屏溪兩岸可

產生休閒遊憩的新觀光景點。另 2009 年 88 風災帶來相當多的土崩，也可利用這

些土壤作為石化專區填海造陸之用。另技術方面亦須克服，在進行填海造陸時，

雖然基樁可打在岩層上，但控制室或小型轉動設備一般會放置在填海後的陸地上，

因其沉降速度不一，恐將造成工安問題。 

在填海造陸的財務成本上，若按中國大陸過去填海造陸費用換算，每公頃大

約花費 1,100~1,500 萬新台幣，但因為中國大陸進行填海造陸進度快速，且相對

成本便宜，有其風險存在，但還是可作為台灣石化專區參考之用。日後石化專區

若真的要進行填海造陸，應該須考慮花費成本外，還必須留意其他風險。 

2.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依照石化專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89.04.19.訂定），環評範圍工業區

開發區及可能受開發行為影響之區域。環評項目涵蓋:  

(1) 物理及化學（地形、地質、土壤、水文、水質、氣象、空氣品質、噪音、

振動、惡臭、廢棄物等）。 

(2) 生態（水陸域動物、植物、棲息環境等）。 

(3) 景觀及遊憩（景觀美質、遊憩資源等）。 

(4) 社會經濟（人口、產業、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通、居民意見等）。 

(5) 文化（古蹟、遺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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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國光石化的環評程序，由 2005-2011 年間五次專案小組初審會、十七場

專家會議，每次的會議都更提出問題要求評估和報告，申請單位盡力回答所有環

保質疑的意見。國光石化環評包含海岸地形、中華白海豚、水源供給、溫室氣體

及健康風險等評估，專案小組、居民、相關團體的意見三百多項，參與廠商無法

回復所有質疑，終於導致國光石化計畫中止。 

 

資料來源：環保署環評法。 

圖 2-4 環評審查程序 

 

污染總量管制議題是未來設置石化專區必須考慮的，今年 6 月環保署已實施

高雄地區污染總量管制，3 年內 VOC、NOx 等必須減少 5%，預計實施 3 階段，

總共減少 15%，因此未來石化專區一定會被要求降低污染總量排放量，而立地位

置除緩衝距離外，其方向、排氣亦可能對市區或內陸造成影響，因此立地條件之

具體對周邊市區的緩衝性、安全性、最多風向之空氣影響程度，都應要有較深度

討論。 

未來要讓環評順利通過的前提是不要增加環境污染，因為增加環境負擔是很

難被大眾接受的，包括不能再增加 VOC，雖然工業區一定會產生 VOC，但屆時

石化專區會使用最好的設備及最進步的技術將 VOC 降低，改善環境的問題。 

將來可透過熱能整合規劃節省能源、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參考圖 2-5)，石化專

區的規劃考慮整合高雄南區沿海附近工業區所擁有熱能，將石化專區附近電廠餘

熱、煉鋼廠製程可利用熱能回收、焚化爐蒸氣導入石化專區、以及石化專區規劃

設立汽電共生廠，將附近的工廠產生之廢熱、餘熱、尚未回收之熱能予以導入園

區中應用，可以降低 CO2排放，是一個節能減碳的規劃。 

 

 

 

 

 

 

 

 

 

 

 

 

 

 

 

 

 

 

 

 

 

 

提
出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轉
送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至
環
保
機
關 

環
保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委
員
會 



舉
行
公
開
說
明
會 



說
明
書
分
送
有
關
機
關 

辦
理
評
估
範
疇
界
定 

撰
寫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書
初
稿 

 

辦
理
現
勘
及
聽
證
會 

轉
送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書
初
稿
至
環
保
機
關 

環
保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委
員
會 

審查結論公告 

舉行公開說明會 

進
入
第
二
階
段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虞 

得另提替代方案 

審 查 作 業 流 程 圖 

審查結論公告
並刊登公報 

不通過 開發單位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不通過 環保主管機關 

通過 通過 



 

18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5)。 

圖 2-5 石化專區熱整合規劃 

 

3.各項資源問題 

設置石化專區必須思考水、電供應的問題。水的部分，政府期望將來新的工

業區開發，80%的用水必須來自再生水，而如進行海水淡化會消耗很多能源，亦

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因此會增加更多成本，高雄地區現有水供給量 141.5 萬噸/

日，民生和工業用水需求量 170 萬噸/日以上，在水資源不足情況下，別說未來的

石化工業區，連眼前既存的工廠都遭遇限水問題，海水淡化並非唯一選項，必須

需要思考如何解決水源的問題，是相當有挑戰性的議題。電的部分，現在台灣要

蓋新電廠是非常困難的，況且還有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且部分縣市將限制使用

生煤，國內約四成透過生煤發電，之後也須思考專區的電要如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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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局。 

圖 2-6 南部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供需比較圖 

 

為解決高雄用水問題，水利署有提出多元化供水方案，除了持續辦理自來水

減漏工作將目前漏水率 14.7%再降低之外、東港溪水質改善、伏流水、再生水及

高屏大湖工作都是必要的。有關目前臨海、林園、大發、萬大工業區用水量水源

來自東港溪-鳳山水庫供水系統，至於仁武、大社工業區其用水則來自高屏堰取用

高屏溪。 

「設置高雄石化專區」用水策略，可優先考量東港溪既有水源改善、東港溪

水源潛能約有 39 萬噸/日，現況抽用量為 35 萬噸/日，惟東港溪水質氨、氮含量

過高，若能利用高屏兩行政區合作關係，將東港溪水質改善，將可減少目前使用

東港溪水源四大工業區水質處理成本。此外，針對規劃中的石化專區可優先區內

自體回收水量再利用外，高雄中區汙水廠一級處理排放水量如何利用為高雄市政

府與水利署關注問題，若能於適當地點截流，45萬噸排放水，以產水率 50%，約

可產製 22.5 萬噸再生水；至於海淡廠方面，高雄市政府過去曾提到使用於南星計

畫，以高雄沿海地區密集設置海水淡化廠後鹵水對海域的影響，及能源與水資源

間衡平關係需再分析。 

目前工業區的目標是要將工業區內的工業用水排放盡量回收再利用，以麥寮

工業區為例，即便麥寮工業區做到 90%工業用水再利用，但水資源仍不夠用，因

麥寮工業區需要 28 萬噸/天，而海水淡化後的水，其含銅濃度會提高，未來若有

辦法將自來水漏損的部分節省，或許可以不用做海水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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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化專區多元進料規劃 

 由於原油價格波動大，近年頁岩氣興起，未來料源可能包括 naphtha、乙

烷、甲醇、LNG 等原料，彈性使用價格低的原料作為進料，可以降低園區內石化

廠商生產成本，大幅提高我國石化廠商競爭力。請參見圖 2-7。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7)。 

圖 2-7 石化業多元進料規劃 

 

四、成功推動石化專區策略 

石化專區是一個高產值、高專業性、高技術層次、高爭議性的規劃，若能成功推動

高雄地區成立石化專區，除了厚植我國高值化石化業的生產基地外，將提供高值化材料

帶動我國下游產業的發展，但是這個專區的推動仍須有下列幾點的配合才能成功: 

1. 政府扶持石化產業發展政策，明確規定石化專區發展的國土規劃，讓石化專區的推

動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導引，明確的國土規劃，使得專區在政府劃定的特定

獨立專區發展。 

2. 以環境保護為前提發展石化工業，石化專區內要求廠商生產高值化石化產品，熱能

整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採用最先進製程、設備，生產符合環保要求的產品。 

3. 環評制度的修正，環評成為廠商朝向綠色製程的監督者，規範原料、製程、設備符

合先進國家最新技術標準，生產符合環保趨勢之產品，使得環評作為經濟發展和環

境保護平衡的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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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化專區需要規劃團隊的縝密規劃，觀察國際石化產業潮流、分析生產項目最新市

場和技術發展、整合專區產品進料、熱能、副產物規劃、提供居民環保團體在 VOC、

水、廢棄物、環境影響提出之問題，才能整合政府、廠商、民眾之力量，逐步推動

石化專區之實現。 

五、政府和業界共同努力建構石化專區 

在全球化策略下，企業家永遠朝向經濟效益最高的方向前進及地方移動，設

置石化專區除石化業界外，政府也應設置具誘因的石化專區，吸引石化業界，才

能共同創造台灣的石化經濟。石化專區整合上下游、資源、能源規劃，參考 BASF、

裕廊島、台塑六輕石化園區規劃，具有上下游整合規劃提高園區競爭力。 

石化業者必須齊心協力向政府發聲需要發展石化專區，日後才能在發展石化

專區有正當性，如研發高值化技術，發展綠色高值化產業等。未來工作小組也須

與外界協商說明，包括民眾、學者、環保團體等，說明設置石化專區不僅有助於

減少碳排放量，並且亦對提升產值、生活福祉、就業率等有所助益。 

設置石化專區成功與否在於政府的決心及政府角色的扮演。尤其在設置石化

專區先期規劃中，必須確立設置專區之必要性，是否要做政策環評。除此之外，

還需要制定開發模式、確定需地機關、與地方政府合作、規劃完善之遷村計畫等。

另外，規劃設置石化專區是一項產、官、學大型共同合作計畫，產業間凝聚設置

石化專區之共識，並透過相關單位努力官及學的部分，共同完成設置石化專區推

動。 

 

六、未來願景 

石化專區需要規劃團隊的縝密規劃，觀察國際石化產業潮流、分析生產項目

最新市場和技術發展、整合專區產品進料、熱能、副產物規劃、提供居民環保團

體在 VOC、水、廢棄物、環境影響提出之問題，以環境保護為前提發展石化工業，

朝向生態工業區發展，專區內的能源、資源等應盡量共享，做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且污染物(空污、水污)都要研擬處理方法，而產品必須朝向高值化石化產品，石

化高值化的目標是要達到產品附加價值率大於 30%，且以熱能整合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採用最先進製程、設備，生產符合環保要求的產品。但重點在於推動石化

產業高值化，如 R&D，未來石化專區應該不只是石化業者，尚包括研發中心等，

應該上中下游集中在石化專區內共同整合，期望結合政府、廠商與民眾之力量，

逐步推動石化專區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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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代表石化專區規劃與管理經驗分享 

 

一、 德國巴斯夫路德維希港規劃與管理經驗 

(一) 巴斯夫路德維希港簡介 

1865年巴斯夫以生產染料及作為原材料的無機化學品產業起家，迄今，已成

立 150 週年，化學產品橫跨所有的工業，企業的總就業人數至 2014 年年底達

113,292 人，由圖 3-1 可知在全世界擁有六個一體化（Verbund）基地和其它約 353 

個生產基地。 

 德國路德維希(Ludwigshafen)石化園區為最全球最早上下游整合完整之一體

化石化園區（Verbund），是全球最大的綜合性化工基地，該石化區營運以巴斯夫

(BASF)公司為主，也是 BASF 最大營運據點，同時 BASF 集團總部亦位於本區。

路德維希石化區位於萊茵河邊，而巴斯夫於 2014 年底統計將近有 4 萬名員工在

這裡工作，最多時有達到 6 萬員工，全球有 1/3 的員工都落在此地，大約有 110

至 200個生產工廠，共有兩座裂解廠（共 62 萬噸），產品涵蓋化學品、塑膠、化

妝品原料、醫藥和作物保護產品等。2014 年，BASF 全球產值約 743 億歐元，息

稅前收益約 76 億歐元，路德維希石化區設有中央研究所也是最重要 R&D 地點。 

 

 

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1 巴斯夫全球據點 

 

(二) 路德維希港園區管理 

“沒有一個好的物流與後勤則無法有好的發展” 莫立森說，巴斯夫企業強調物

流串聯，連結各工廠除了公路、鐵路交通外，也包含水運和管線，使造就路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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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港化工基地，並且把化工基地，做一個整合園區的概念，不僅統整生產廠、能

源利用和智慧管理基礎設施，還有結合專業知識技術與客戶，整合園區可提高能

源效率，充分運用資源與能源，達到減少排放，降低物流成本，例如園區透過自

給自足的方式，自己發電供應內部所需，附產品再利用，設置廢棄物處理中心，

環境監測中心等。 

路德維希港園區擁有一座已運作 40 年的全歐洲最大的汙水處理廠，專門淨化

巴斯夫園區所生產的廢水，連園區外部廢水也可以處理，再者，還進行燒垃圾、

熱處理等廢棄物再利用處理，以達到資源充分再利用，而透過園內 46 間環境測

量站，環境監控中心監控空氣、噪音等汙染，減少碳排放，製造環保的環境，除

此之外，對於基地的安全，巴斯夫也設立緊急應變中心，管理化學品的運送及儲

藏的事宜，針對安全議題也做足準備，巴斯夫路德維希園區的工廠消防隊，具備

了最新的消防技術，員工包含約 200 名，已超過 100 年對內及外部處理火災或爆

炸等化學事故經驗。請參見圖 3-2。 

 

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2 巴斯夫路德維希港整合園區 

 

(三) 如何使民眾喜歡化學工業? 

 巴斯夫注重企業與社區的發展，不論是就業提供、關心環境或避免汙染與意

外的發生，居民關心的議題，就是巴斯夫所關注的，做好企業責任，提供企業資

訊高度透明度，積極主動地與社區居民溝通且不斷地進行協商，互相了解，與居

民建立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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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3 居民關心議題 

 

 與當地社區一起發展，把居民納入巴斯夫企業文化的一部分。路德維希港是

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第二大城市（次於美茵茨之後），坐落在萊茵河邊。在

19世紀下半葉，路德維希港是德國增長最快的城市，住房短缺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巴斯夫建造公寓、節能建築，至今出租公寓達 7千多個提供居民居住，幫助解決

住房短缺。對於醫療方面，巴斯夫於 1866 年首先聘請公司專門醫生，並建立醫

療保險基金，著重職業安全和衛生保健等社會福利，希望創造員工、客戶及鄰居

共同利益。 

 

(四) 推動社區發展 

 巴斯夫透過創立社區委員會，舉辨教育活動，員工志工服務當地社區，開放

企業參訪等方法，呈現高度透明度，讓居民更了解巴斯夫，並進行開放性對話與

溝通，雙方合力營造社區發展。 

 首先，社區委員會(CAP)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不受巴斯夫所管轄，專門保護

及爭取居民的權利，成員不受年齡、性別、興趣或政治等侷限，以多元化構成，

組織討論的議題包含所有鄰居和當地社區成員所關注的事情，如投資，教育，噪

音，粉塵問題等。目前巴斯夫全球共設立 84 個社區委員會，一年通常舉行三到

四次的討論會議。例如巴斯夫南京的社區委員會，成立於 2002 年，由園區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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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政府及村民代表組成，共 18 名成員，藉由定期的對話、會議和參觀，讓參

與者了解巴斯夫企業在環境、健康與安全議題上的貢獻，提高他們對巴斯夫的信

任。 

 

 

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4 巴斯夫南京的社區委員會討論會議 

 

 再者，巴斯夫在路德維希港透過超過 400 家不同的托兒中心，16 所小學及 4

所師範學院，進行了 3,300 多名教育專家培訓，推動幼兒園和小學早期教育以增

加競爭力，除此之外，重視科學教育，如在中國推動巴斯夫小小化學家實驗室，

讓孩子們學習化學是如何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而這活動自 2002 年以來，已超

過 13萬的小朋友參與，另外還有提供英文輔導，幫助學生提升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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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5 巴斯夫小小化學家實驗室 

 

(五) 巴斯夫企業其他注重項目 

BASF 的創新化學是許多相關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促進大量新產品、技術

及製程的開發與應用。2013年 BASF全球從事研發人數共 10,631人，並與約 1,900

所大學、研究機構、新興企業和行業合作夥伴展開合作研究，在研發經費投入近

18.3億歐元，也使產品高值化比例逐年提高。 

1.產品組合多樣性提升高值化 

BASF的產品可分為化學品(Chemicals)、特性產品(Performance Products)、功

能性材料與解決方案(Functional Materials & Solutions)、農業解決方案(Agricultural 

Solutions)、原油和天然氣(Oil and Gas)五類。1980 年時其他業者 Dupont、Shell、

Hoechest、Bayer、Dow 與 BASF 同樣採產品線廣經營模式，但後來各公司經營理

念變化，透過併購及銷售營利不佳部門，呈現不同定位的競爭型態，如 Dupont

透過 M&A，以本身企業核心技術開發產品新用途及開創新事業為主軸發展；而

Bayer 採銷售未達預期效益事業，併購高附加價值事業，如銷售泛用化學事業，

併入高機能化學品及農藥事業。然而 BASF 仍堅持 Verbund 一體化發展，其產品

組合特性仍維持多樣性，上下游相互供應降低成本，除醫藥經評估對一體化幫助

不大退出外，其他各領域投入更多研發提升競爭力，詳見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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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ASF investor roundtable Chemicals segment 2014 

圖 3-6 BASF 產品組合呈現多樣性 

 

(1) 化學品(Chemicals)：由基礎化學品及中間體業務組成。產品範圍覆蓋溶劑、

增塑劑、大容量單體、膠水和電子化學品，以及用於諸多領域的起始原料，

如洗滌劑、塑膠、紡織纖維、油漆、塗料、作物保護產品和藥品。該類產品

除提供化工及相關產業外，亦提供 BASF 內其它業務生產下游產品。2013

年化學品產值為 169.9 億歐元，占總產值 22.4%，包含石油化學品

(Petrochemicals)產值為 77.8 億歐元、單體(Monormers)63.8 億歐元、中間體

(Intermediates)18.2 億歐元，占總產值分別為 10.3%、8.4%、2.4%。 

(2) 特性產品(Performance Products)：除提高日常用品穩定性和增添顏色外，且

擴大其應用範圍。BASF 特性產品包括維生素、食品添加劑以及面向醫療、

衛生、家用、個人護理等行業的配料。其它特性產品可用於改進造紙、油氣

生產、採礦和水處理等行業的操作流程，提升燃油和潤滑劑效率，增強粘合

劑和塗料性能以及提高塑膠穩定性。2013 年特性產品產值為 155.3 億歐元，

占總產值 20.4%，包含分散體和顏料 (Dispersions & Pigments)產值為 35.6 億

歐元、護理化學品 (Care Chemicals)48.7 億歐元、營養和健康 (Nutrition & 

Health) 產值為 20.1 億歐元，造紙化學品(Paper Chemicals) 產值為 14.4 億歐

元、特性化學品(Performance Chemicals) 產值為 35.8 億歐元，分別占總產值

比為 4.7%、6.4%、2.6%、1.9%、4.7%。 

(3) 功能性材料與解決方案(Functional Materials & Solutions)：為汽車、電子、化

工、建築、家居、體育和休閒用品等特定行業及客戶提供整合的系統解決方

案、服務和創新產品。相應的解決方案和產品覆蓋催化劑、電池材料、工程

塑料、聚氨酯系統、汽車及工業塗料、混凝土外加劑以及瓷磚粘合劑和裝飾

漆等建材系統產品。2013 年功能性材料與解決方案產值為 172.5 億歐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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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產值 22.7%，包含觸媒(Catalysts)產值為 57.1億歐元、化學建材(Construction 

Chemicals)21.2 億歐元、塗料 (Coatings) 產值為 29.3 億歐元，特性材料 

(Performance Materials) 產值為 64.9億歐元，分別占總產值比為 7.5%、2.7%、

3.8%、8.6%。 

(4) 農業解決方案(Agricultural Solutions)：為作物保護產品可保護農作物免於真

菌病害及蟲草害，提高作物品質，保證產量。植物生物技術研究專注於提高

植物農業生產效率、提升植物營養價值及運用植物作為可再生原材料，2013

年作物保護產品產值為 52.3億歐元，占總產值 6.9%。 

(5) 原油和天然氣(Oil and Gas)：BASF 為德國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氣生產商，在歐

洲、北非、南美、俄羅斯及裏海等石油、天然氣儲量豐富的地區進行勘探及

生產。BASF 與俄羅斯 Gazprom 公司合作，在歐洲積極從事天然氣運輸、存

儲及貿易業務。2013年原油和天然氣產值為147.7億歐元，占總產值19.45%，

包含勘探與生產 (Exploration & Production)產值為 29.3 億歐元、天然氣貿易 

(Natural Gas Trading) 118.5 億歐元，分別占總產值比為 3.9%、15.6%。 

 

 

資料來源: BASF Fact book 2014 

圖 3-7 BASF 產品組合 

 

2.重視研發(R&D)傳統 

路德維希 BASF 重視研發之傳統已有百年歷史，R&D 也是 BASF 維持在全

球化工市場競爭優勢重要因素，早於 1890 年路德維希 BASF 就耗費 60 億馬克與

德國大學科學家合作成功地開發靛藍，1913 年又投入大量經費實現人工合成氨，

1970年 BASF研究費用為 4億馬克，1982年提高到 12億德國馬克，2009年 BASF

用於 R&D 經費為 14 億歐元，至 2013 年達到 18.3 億歐元，聘用 R&D 工作人員

共計 10,631 名，其經費配置為化學品(Chemicals)10%、特性產品(Performance 

Products)20%、功能性材料與解決方案(Functional Materials & Solutions)20%、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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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解決方案(Agricultural Solutions)26%、原油和天然氣(Oil and Gas)3%、公司及其

他研究 21%，詳見圖 3-8及 3-9。 

 

 

資料來源:BASF Factbook 2014 

圖 3-8 BASF 近年 R&D 經費趨勢 

 

 

資料來源:BASF Factbook 2014 

圖 3-9 BASF  2013 年 R&D 經費配置 

 

BASF 研發策略集中於 5 個領域，即能源管理、原料替代、奈米科技、作物

生物科技及白色生物科技。此交叉跨領域劃分，必須透過前段研發 Verbund 所述，

跨學科間及國際間的合作才能成功，見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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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ASF investor roundtable Chemicals segment 2014 

圖 3-10 BASF 重點研發領域及跨領域情形 

 

路德維希石化區設有中央研究機構，共有四所歷史悠久的實驗室，為整個研

究工作提供支援，至於世界各地研發機構，則分屬各營業部門管轄，主要從事生

產及市場推廣有關研究發展工作，如塑膠開發、塗層材料、作物保護等，BASF

除路德維希港中央研究部門擁有強大的實力外，還在全球各地設立地方研發部門，

例如，於 1992 年在美國投資 1 億馬克，建立基因工程及生物工程研究所，與美

國一些大學及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並於 1997 年在上海建立亞洲地區科學技術合

作部，撥專款設立 BASF 中國研究發展基金，顯示 BASF 重視研發程度。 

 

(六) 小結 

 巴斯夫企業強調與社區共同發展，並不是只以企業營利為目標，所以他們很

注重與社區居民的溝通與協調，全球各地都有巴斯夫據點也注重尊重多元文化。

對巴斯夫而言，企業高度透明的資訊，與居民不斷進行溝通，建立彼此的信任關

係，社區共同參與等等，都是他們經營成功的關鍵，並從社會的角度採取行動，

而不是以企業利益為主，才可以創造互利互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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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加坡裕廊島之產業發展經驗及定位 

(一) 新加坡工業轉型發展歷程 

2013 年新加坡總體 GDP 達到 3,730 億星幣(約 2,944 億美元)，各部門製造業

GDP約占 18.8%，批發與零售貿易業占 18.5%，商業服務業及金融保險業則分別

占 15.4%及 11.9%，整體而言大約有 74.3%GDP 貢獻來自於各類服務業，21.2%來

自於產品製造業，其中能源及化學產業又為製造業中最重要的產業之一，2012 年

約占新加坡製造業 35%之比重。 

回顧新加坡的工業發展史，1960 年代新加坡係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則轉型發展技術及資本密集產業，石化業發展規劃亦是在此階

段進行規劃發展，由星國政府與日商住友化學共同規劃，開始第一期石化工業計

畫，1990 年代起則以科技密集產業為發展重心，至今電子業對星國國家經濟貢獻

仍然極大，尤其在半導體、電腦周邊產品、數據儲存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域，

而近年來新加坡則致力發展知識密集產業，包含資通訊產業資如通訊 ITC 產業、

電子、航太、生技等業別，新加坡皆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 

 

 

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11 2013年新加坡主要產業結構(GDP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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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12 新加坡工業轉型過程 

 

然而盤點新加坡的資源條件，新加坡如何由 1965 年獨立之初，僅為人口約

200 萬人之國家，在外匯、天然資源及經濟實力皆不足，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發展

工業，歸納其工業成功轉型之關鍵因素包括： 

1. 創造土地、空間及有效率的土地利用方式：由於城市空間發展不足，為了

讓工業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經濟發展基礎，透過填海造陸的方式將 7個小

島打造為裕廊島，作為煉油及石化發展基地，並建島時就充分結合天然島

嶼，預留出凹凸的建港位置，使適合建港岸線長度盡可能長，能爲更多企

業提供設港碼頭；空間利用上向上發展建構各式專業大樓，並且向地下發

展海底岩洞、倉儲空間，成為國際間第一個做為商業用途的地下儲存岩洞

空間的國家。 

2. 打造產業專區並提供世界級的基礎公共設施：打造生技、石化、運籌、科

學園區等專業園區(如圖 3-13)，發揮群聚效果。其中在石化部分，裕廊島

為國際第三大煉油中心之一，並向下游發展石化業，公用設施、儲槽、倉

儲、維修團隊一應俱全，並有大量相關聯的專業公司進駐參與後勤服務，

在石化後勤園區中，擁有諸多泊位、碼頭及其他海上設施，並透過共用管

線使島上化學裝置，高度整合大幅降低運輸成本。 

 

 



 

34 

 

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13 新加坡主要產業園區分布 

 

3. 明確的產業政策：裕廊島石化專區是由裕廊城市公司(JTC)及新加坡經發

局(EDB)，JTC 及其所屬集團負責園區的規劃、工程建設及管理，包括購

入土地和進行填海工程，興建和出租廠房，及提供裕廊工業港口和物品裝

卸設備，EDB 則負責招商，提供吸引外資進入之投資環境，使得單一政

府單位不必同時負擔招商及建設管理之工作，大幅提高政府不能的服務效

率。 

4. 產業技術升級：成立各產業之研發中心，透過各項優惠措施大量引進高階

技術人才及國際企業進駐，縮短產業升級轉型時間，此外，政府並提供科

學家打造一舒適的生活圈。 

 

(二) 新加坡裕廊島石化專區發展歷程 

作為新加坡煉油與石化專區的裕廊島，是由 7個島嶼(Pulau Ayer Chawan、

Pulau Ayer Merbau 、Pulau Morlimau、Pulau Pesek、Pulau Pesek Kecil、Pulau Sakra、

Palau Seraya)透過填海結合成一個人工島的方式造成，在 1960 年代這些島嶼皆

為漁村地帶，居民主要居住在馬來式的傳統木製房屋。 

裕廊島填海造地政策形成前，早在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之間，主要石油公

司便已於裕廊島前身的 7 個島嶼建立工廠，包含 ESSO 於 Pulau Ayer Chawan

島，另外 Singapore Refinery Company 在 Pulau Merlimau 島，此外，Exxon Mobil

在 Pulau Pesek 島分別建設了石油精煉廠，新加坡藉此為機會，選擇以石油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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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促進經濟成長，在 1970年代的經濟成長，證明了此種策略的成功。 

填海工程由 1990 年代開始，在 2009 年完工，面積約 32平方公里(3,200 公

頃)，是新加坡除了新加坡本島外，該國最大的島。人工島和新加坡本島是以

2.3 公里長的堤防來聯絡，由於裕廊島為石油化學工業基地，因此採取極嚴格

的防範恐怖分子的保安體制，進入島內必須取得許可。 

 

 

圖 3-14 Pulau Sakra 7島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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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新加坡裕廊島位置圖及基礎設施 

 

在 1991 年起，開發裕廊地區的新加坡裕廊城市公司(Jurong Town Cooperation,

簡稱 JTC)被新加坡政府指定為裕廊島建設計劃的機構。真正開始填海是從 1995

年開始，人工島的完工是在 2009年的 9月 24日，裕廊島從原來 7個島面積為 9.91

平方公里，擴大至 32 平方公里，主要執行填海工程的公司是日本的五洋建設，

填築進度比規劃預計的 20年填海計畫更為提前約 6年左右。 

裕廊島的中央是巨大圖形的儲槽，以及像迷宮式的石化管線，主要的外資企

業包括了 Shell、Exxon Mobil、Lanxess、Basf、旭化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住友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電氣化學工業股份公司等知名的石化業者。 

 

(三) 裕廊島石化專區發展特點 

1. 打造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吸引外資進駐 

裕廊島基礎設施系統建置完善，支援服務項目包含廢棄物處理、消防、醫療

設備、相關緊急服務設施等一應俱全，坐落於貫穿裕廊島之裕廊大道形成完整的

共享管道，進駐廠商可透過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的方式取得所需，提供更有效

率的支援服務並為進駐廠商節省成本。有關廢水處理方面，廢水一律排入園區之

集水系統，廢水處理成本已納入購買用水的費用，裕廊島不再對廠商收取廢水處

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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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地供應方面，園區土地採租用模式，租期與價格均由新加坡政府與廠商

協商議定，由於雙方簽署保密協定，實際承租價格各別約定，另租期從 30 年至

60年不等。 

 

 

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16 裕廊島的基礎設施佈建概況 

 

在港口建設部分，由於新加坡政府在規劃裕廊島填海造陸計畫時，即已預先

規劃充分結合了既有的島嶼預留凹凸海岸線布建深水港，使建港海灣相形下更加

延長設置更多裝卸碼頭提高更大的輸運量。 

此外，儲運設施部分亦為其重點的建設項目，由於新加坡為國際第三大煉油

中心及亞洲成品油交易中心，為了提供原油、石油腦等石油及石化產品儲槽，新

加坡政府成立了 Jurong Rock Caverns(簡稱 JRC)，在 2007 年 2月開始進行儲槽的

建設工程，工程是由 Jurong Town Corporation 來進行，此儲槽是建設於 Banyan 

Bason下，在 2014 年 9月 2日已經正式啟用，在目前第一期工程完成後，其儲槽

容量達到 147 萬立方公尺，預期未來第二期工程完工後將增加 132 萬立方公尺的

儲槽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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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Jurong Rock Caverns(簡稱 JRC)計畫位址 

 

 

資料來源 : Workshop on the Optimisation of Shaft Design, JTC (2013/06/04) 

圖 3-18 Jurong Rock Caverns(簡稱 JRC)計畫儲存量 

 

 

資料來源 : Workshop on the Optimisation of Shaft  Design, JTC (201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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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鏈高度整合發展 

(1) 煉化一體化發展模式 

裕廊島採煉化一體化之發展模式(如圖 3-19 所示)，透過上游煉製設備及裂解

裝置生產輕油及各項石油製品石化原料，穩定的供應石化中游石化品生產體系，

並且透過專區內所佈建的管道運輸系統及各項基礎設施更緊密結合各工廠之上

下游供應鏈，企業之間可可很快速的在園區內進行原料供應，透過公用設施及運

籌設施達到高度整合，使裕廊島的進駐企業能夠降低成本、提升生產效率與競爭

能力。 

 

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19 裕廊島煉化一體整合模式 

 

(2) 一體化規劃產業鏈及園區建設 

一般而言工業區建設模式，第一類是先招商、後建設，依據生產需求及招商

情形，解決能源、供水電等工業區開發面臨之問題，配合實際需求情形進行建設，

投資風險及成本相對較低；另一類為先從工業區未來整體發展規劃出發，評估長

期產業鏈的發展情形，並配合產業鏈發展藍圖，先期總體性的規劃投入在園區所

需之各項基礎設施，打造符合工業區定位之發展環境，雖然計劃性佳，但成本及

風險性較大。裕廊島的開發模式則是較偏重於後者，因此亦特別重視園區長期的

發展規劃及產業價值鏈的配置，透過先期規劃的方式達到園區的高度整合，打造

優質投資環境吸引外資企業，先期解決水源、環評問題，讓廠商只要符合園區發

展方向及符合污染排放標準即可快速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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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20 裕廊島石油、石化及能源整合模式模式 

 

3. 高效能的政府服務 

裕廊島石化工業區藉由合理分工的方式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其主要推動的官

方機構有二，包括前身為裕廊鎮管理局的裕廊城市公司(JTC)及新加坡經發局

(EDB)，由前者負責園區的規劃、建設及管理，包括購入土地和進行填海工程，

興建和出租廠房，及提供裕廊工業港口和物品裝卸設備，後者則負責招商，提供

吸引外資進入之投資環境，使得單一政府單位不必同時負擔招商及建設管理之工

作，大幅提高政府不能的服務效率。對進駐業者而言，政府部門則提供一站式的

服務，為投資裕廊島的潛在廠商，提供包含場址、產業政策指引、法規諮詢、工

安環保甚至產品組合的選擇，提供從規劃到執行的各階段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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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研討會專題簡報。 

圖 3-21新加坡政府提供之一站式服務內涵 

 

4. 人力資源充沛 

新加坡政府為了持續培訓具高技能專才，成立了「化學處理科技中心」

(Chemical and Process Technology Center, CPTC)，以提供更深入專業文憑及大學文

憑課程，滿足化工業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一方面銜接大學理論與工作實務，提

供一站式化學處理及相關實驗訓練的人才培育中心。另一方面，為了吸引優秀人

才投入化工產業，新加坡政府鼓勵其大學學生參觀裕廊島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意

願，其教育當局亦提供化工領域之海外獎學金，並制訂移民法吸引具有專業技術

的人員前往當地工作。 

 

(四) 小結 

從新加坡裕廊島的發展經驗可知，打造具競爭力之石化產業專區，先期規畫

專區定位及發展方向，以及明確的產業政策方向為其成功的核心要件，透過盤點

產業的機會、挑戰及詳細分析國際市場之定位，比較自身優劣勢發展條件，以此

為基礎進行規劃制定產業政策及專區發展方向，並打造完善的基礎設施，創造吸

引業者投資進駐的環境，並藉由一體化發展模式，以強化專區整體產業之競爭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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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盤錦遼東灣新區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園區概況 

(一) 盤錦遼東灣新區發展情形 

盤錦市做為遼寧省地域面積最小的、最年輕的城市，地處遼寧省西南部，位

於遼寧沿海經濟帶的核心位置，面積 4,131 平方公里，人口 144 萬，人均收入均

全省第一，年平均氣溫為 7.0-9.5℃，是一座宜居宜遊的海濱城市。 

盤錦緣油而建，因油而興，是中國著名的石油產地和石化工業城市。盤錦發

展石化產業歷史悠久，廣大市民支持當地發展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盤錦市是遼

寧省首個千億級石化產業集群，擁有規模以上石化企業 206 家，其中不乏中國石

油集團、華錦集團、台灣長春化工、台灣聯成化學、德國南方化學以及美國 AP

等一批世界及行業領軍企業。作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盤錦極具包容性和吸引

力，特別是濱海新城遼東灣新區的建設發展，更為盤錦的對外開放和產業發展注

入了全新的活力。 

而遼東灣新區是盤錦市乃至全省重要的石油化工產業基地，2012 年獲批中國

大陸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以國家級化工新材料產業示範基地和海峽兩

岸石化合作示範區為平台，發揮龍頭企業示範帶動作用，建設世界級石化及精細

化工產業基地，是新區第一大支柱性產業，整個產業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 

 

 

圖 3-22 盤錦遼東灣新區 

 

基地座落在盤錦遼東灣新區內，新區規劃起步區面積 95.49 平方公里，中期

規劃面積 306 平方公里，規劃控制面積 439 平方公里，由城區、港區和產業區三

大組團構成，是盤錦舉全市之力開發建設的一座濱海新城。2008 年開始建設，現

規劃面積 400 平方公里，是承接台灣石化及精細化工專案轉移的重要平台。基地

以盤錦市和遼東灣新區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為基礎，輻射俄羅斯、蒙東、東亞、

東北亞等國家和地區，著力打造海峽兩岸經貿合作示範區和世界知名的石化及精

細化工產品出口基地。 

盤錦遼東灣新區於 2009年7月上升為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戰略。2010年10月，

被大陸省政府批准為遼寧省綜合改革試驗區。2012年 2 月，被大陸工信部批准為

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2013 年 1 月，經中國大陸國務院批准晉升為國家

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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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於盤錦市最南部，遼東灣東北部，大遼河入海口右岸，地處遼寧三大

區域板塊中心節點，位於遼寧沿海經濟帶主軸和渤海翼。交通便利，毗鄰“三港，

臨近“三站，緊連“三路。 

 

 

圖 3-23 盤錦遼東灣新區位置及鄰近區域關係 

 

遼東灣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園區是盤錦市發展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的專業園

區，規劃面積 42.5 平方公里。園區規劃由新加坡裕廊規劃設計院以綠色、環保、

可持續為發展理念，按照世界級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基地標準設計打造。在綜合

考慮國內外化工市場、遼寧省石化及精細化工發展現狀，化工行業未來發展方向

等因素的基礎上，確定發展以乙烯、丙烯、C4、芳烴為源頭的四大主導產業鏈，

形成以醇、醚、酚、醛、酮、酸、酯等種類齊全基本有機化學品及三大合成材料

為核心的產業格局。 

資源及產業優勢部分，毗鄰遼河油田，擁有充足的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的原

料保障。盤錦市作為遼河油田所在地，石化產業現已成為盤錦支柱產業之一，現

已形成石油天然氣開採、石油加工業、化學工業、醫藥工業、橡膠製造五個行業，

基地石化及精細化工產品出口底蘊十足。 

石化及精細化工園區擁有發達的集疏運體系，高度集成了港口、鐵路、公路、

管道等物流方式。園區周邊公路交通四通八達，擁有沈大高速、京沈高速、丹錫

高速等多條高速公路。園區公共管廊初具規模，長度達到 36 公里。完善發達的

集疏運體系為入園企業提供了可靠便捷的物流保障。園區毗鄰盤錦港，盤錦港擁

有專業的原油碼頭（30 萬噸級）和化學品碼頭（10 萬噸級以下）。園區陸路交通

完善發達，連接瀋陽與盤錦港的疏港鐵路貫穿園區，可直達園區內主要企業。盤

錦港位於遼東灣灣底，是國家一類開放口岸，東北及內蒙古以東地區最近出海通

道。港口擁有 12.1公里自然岸線，39公里碼頭岸線，陸域面積 44.2 km
2，港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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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14.5 至-25 米，可佈置 65 個萬噸級泊位，通過能力超過 3 億噸。盤錦港目前

完成投資 260 億元，已建成 5 萬噸級泊位 7 個，另有 10 個 5 萬噸級泊位和 1 個

30萬噸級原油泊位處於建設和收尾階段。到 2020 年，盤錦港將建成 35 個萬噸級

泊位，年通過能力突破 1億噸。 

 

  

 

圖 3-24 物流優勢及產業基礎 

 

基地享受國家級開發區、國家新型工業化生產示範基地、東北老工業基地振

興、遼寧沿海經濟帶、遼寧省綜合改革試驗區、遼寧省現代物流示範園區等多重

政策。 

盤錦遼東灣新區主要項目有： 

(1)總投資 200億元的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運合成橡膠產業園項目； 

(2)總投資 138億元的盤錦北方瀝青燃料有限公司寶來石化產業園項目； 

(3)總投資 180億元的台灣長春企業集團盤錦化工基地專案； 

(4)總投資 10億美元的美國空氣公司空氣分離及煤氣化專案； 

(5)總投資 60億元的匯福糧油集團有限公司糧油食品加工及物流基地專案； 

(6)總投資 5億美元的台灣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專案； 

(7)總投資 11.68 億元的瑞德化工 30 萬噸/年芳烴精細加工項目。 

(8)總投資 783.9 億元的兵器集團石化產業園煉化一體化項目已確定入駐新區。 

其中，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合成橡膠產業園一、二期工程已投產，三期

工程部分也已建成投產。其中，公司單套裝置產能 6 萬噸/年丁基橡膠項目已於

2013年 5 月 3日投入試生產，並已具備鹵化丁基橡膠產品生產能力，填補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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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產業空白。專案全部建成後，將成為中國最大的合成橡膠生產基地。盤錦北方

瀝青燃料有限公司寶來石化產業園專案一、二期工程已投產，西擴區新廠區也已

全面開工建設。台灣長春企業集團盤錦化工基地專案一期工程投入生產。台灣聯

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倉儲專案已經開工建設。 

 

 

圖 3-25 盤錦遼東灣新區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園區配置 

 

未來，新區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將不斷提高工藝水準，促進產業規模化發展，

積極引進和培育石油化工產業鏈下游企業，引導石油化工業向產業鏈下游高附加

值領域拓展，支援精細有機化工業發展，形成區內石油化工產業一體化發展格局。

2015年，招商引資累計完成 1,000 億元以上，其中投資規模在 100 億元以上的不

少於 5 家，石化產業總產值超過 1,000 億元以上，增加值實現 170 億元以上，形

成輻射中國大陸東北的高分子化工產品和精細化工產品規模化生產製造基地。 

基地組建以來，基礎設施日臻完善，現已達到七通一平標準。截至目前基地

基礎設施已鋪設道路 400公里、燃氣管線 104 公里、供水管線 250 公里，供暖管

線 45公里，通訊管線 360 公里，建設 66-220 千伏變電所 8 座，敷設電纜 26公里，

建成汙水處理廠 1座、生活淨水廠 1 座，大伙房輸水工程現已開始供水。一批重

大交通工程相繼實施，遼東灣互通立交建成通車，向海大道、中華路全線貫通，

濱海大道、疏港高速公路、疏港鐵路、公鐵立交橋已經竣工。連接主城區的公交

專線和新區內部環線已投入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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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新區正在努力打造海峽兩岸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合作示範基地，建設

成台灣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轉移的承接地。圍繞這一發展方向，按照終端產品拉

動中上游產品的思路，在西擴區新規劃近 2平方公里的台灣精細化工終端產成品

園，以此為平台，依託台灣長春、聯成化學等已經落戶企業的產業鏈條摸索出終

端產品，並以此向上游和下游的產業鏈延伸，有針對性的引進一批帶動力強的台

灣精細化工產成品類企業儘快入駐新區，推動新區的產業鏈上下聯動，實現全產

業鏈的無縫連接。 

 

 

圖 3-26 盤錦港規劃配置情形 

 

(二) 產業集群發展情況 

基地現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42戶，2013 年實現工業總產值 402 億元，其中，

基地實現出口 2 億美元。實現利稅 60 億元。是新區第一大支柱性產業。基地內，

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基礎雄厚，以兵器集團精細化工及原料工程為核心，以台灣

長春企業集團、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盤錦鴻鶴化工有限公司等骨幹企業為

支撐的石化產業集聚發展態勢已初步形成。基地將圍繞龍頭企業全力發展下游產

業，全力推進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一體化、集群化、高端化發展，實現從油氣加

工、有機化工、高分子聚合物、化工新材料到精細化工的全產業鏈發展。主要出

口產品有 MTBE、環氧樹脂、聚四亞甲基醚二醇、PEEK、尿素、芳香氟系列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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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中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丁基橡膠和鹵化丁基橡膠產品填補大陸內部供

給缺口；盤錦鴻鶴化工有限公司擁有德固賽技術，並具有自己的研發中心、中小

試實驗室等， 能夠為客戶研發、定制生產所需產品。 

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註冊資

本 7億元，公司投資 200億元建設中國大陸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合成橡膠產

業園。主導產品為 MTBE（甲基叔丁基醚）、丁基橡膠、鹵化丁基橡膠、異戊橡

膠、異丁烯和異戊二烯等，其中鹵化丁基橡膠專案填補大陸產業空白。丁基橡膠、

鹵化丁基橡膠和異戊橡膠的專案被納入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規劃的重點支持發展專案。專案全部建成後，公司將成為世界上品種最全、覆蓋

範圍最廣的合成橡膠系列化產品生產基地。公司聯合俄聯邦列別傑夫合成橡膠研

究院、俄羅斯雅爾新戴茲科研院、大連理工大學，投資 2.6 億元建設遼寧和運合

成橡膠研究院，已經成為面向社會的專業技術服務平台。 

目前兩套 28 萬噸/年 MTBE 生產裝置已投入使用，6 萬噸/年丁基橡膠（含 3

萬噸/年鹵化丁基橡膠）已全部投產。2013 年，公司實現工業產值 54 億元，實現

出口 0.5 億美元。盤錦鴻鶴化工有限公司。鴻鶴化工是原興福化工的延續，公司

為開拓國際市場，滿足國外客戶對生產環境及生產技術的審核，從國外引進化工

領域高新技術與設備，主要從事醫藥中間體、農藥中間體、液晶中間體的生產製

造，可工業化生產氟苯系列、二氟系列、三氟甲苯系列、三氟甲氧基苯系列、五

氟系列、苯腈系列、溴苯系列及特殊化學品系列等。產品屬於精細化工中技術含

量相對較高，也屬於高新技術產業。在市場需求客戶上我司也已與世界百強企業

聯繫中，包括拜耳、巴斯夫、默克、龍沙、三菱商事等並已形成訂單，有著長期

合作的基礎。企業擁有德固賽技術優勢，有自己的研發中心、中小試實驗室等，

能夠為客戶研發、定制生產任何需求產品。2013 年，公司實現工業產值 2億元，

實現出口 0.3 億美元。長春企業集團是台灣第二大的石油化工企業。台灣長春企

業集團盤錦化工基地專案由台灣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長春石油化學股

份有限公司、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資建設。計畫總投資 180 億元人

民幣，將建成國內最大的單條環氧樹脂、聚四亞基醚二醇生產線。其中，聚四亞

甲基醚二醇的投入生產，將可滿足氨綸生產的原料需求，改變了國內目前需依靠

大量進口原料的局面；環氧樹脂是一種重要的熱固性塑膠，可廣泛地應用於化工、

輕工、水利、交通、機械、電子、家電、汽車及航太等工業領域，對國民經濟發

展有極大的帶動作用。 

目前該公司一期的 5 萬噸/年環氧樹脂，6 萬噸/年聚四亞甲基醚二醇專案已全

部投產。2013年，公司實現工業產值 30 億元，預計 2014 年可實現出口。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現已在基地內建設了華錦石化產業園項目，“十二五”

期間還將在基地投資建設的以石油化工-精細化工產業延伸為特徵的化工園區，該

專案是國家“十二五”期間的重點能源戰略項目，預計總投資 845 億元。專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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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產後年產值達千億以上，年均新增工業增加值 312 億元；上繳各種稅收約 177

億元，創造地方下游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機會近萬個。 

2013年，華錦石化產業園實現工業產值 80億元，實現出口 0.7 億美元。 

 

 

圖 3-27 盤錦遼東灣新區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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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地產業轉型升級 

 在基地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管委會提出三個轉型和三個升級。暨由石油化工

為主向精細化工為主轉型，由單一的工業生產型結構向產學研一體化轉型，由石

化及精細化工產品直銷向石化及精細化工產品物流轉型三個轉型和利用石油資

源優勢實現精細化工產業升級，延伸石化及精細化工產業鏈條實現傳統石化產業

升級，以石化及精細化工副產品為原材料實現產品結構升級三個升級 

圍繞精細化工和拉長產業鏈條，基地不斷豐富產品結構，產品廣泛應用於水

利、交通、輕工、電子、家電、機械、汽車及航太等行業。同時基地加強了同大

連理工大學、蘇州大學、盤錦職業技術學院等高校的合作，形成了產學研聯動機

制，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與俄羅斯合作建設的合成橡膠研究院現已建成，為

橡膠產業的研發提供保障。 

 

(四) 政府組織與管理 

基地的日常管理機構為遼東灣新區管委會，主要負責基地出口工作的統籌管

理和相關出口事宜的協調。為加快基地建設，管委會先後出台遼東灣新區招商引

資獎勵辦法、遼東灣新區產業發展扶持資金獎勵辦法等多項優惠政策。2014 年新

區將繼續出台相關政策和採取有效措施保障基地的快速發展。一是加強國際合作。

協調促進基地企業與國外企業的溝通和聯繫，組織 4-5 家企業赴歐洲參加世界精

細化工展，提升企業知名度；二是抓好龍頭企業。進一步培育好龍頭企業，加快

實現產業升級和產業鏈的延伸，並帶動基地產業的整體升級，提升基地的國際影

響力；三是抓好公共服務平台。出台外貿公共服務平台扶持政策，鼓勵企業增加

研發投入，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加快促進企業的轉型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值;四是

抓好擴大出口。繼續加大外貿企業出口政策扶持力度，推動做大產業規模，切實

提升企業的綜合競爭力，為老工業基地外貿轉型升級樹立典範;五是抓好人才培養。

繼續加速外貿專業性人才培養，以適應基地出口業務不斷擴大的需求。 

 

(五) 外貿公共服務平台建設 

由盤錦興福化工有限公司建設的基地精細化工公共技術研發服務平台主要為

基地精細化工企業提供資訊諮詢、技術交流協作、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管理諮

詢服務以及儀器設備等資源分享，是促進基地精細化工企業技術創新、技術攻關，

研發國際市場上急需的高新精細化工產品的新型公共技術研發服務平台。 

平台現有研發技術人員 32人，其中高級技術職稱 5 人，中級技術職稱 10人。

平台儀器設備齊全、技術先進，現有國外進口先進氣相色譜儀、高壓液相色譜儀、

氣相質譜儀，DSC 差熱儀、原子吸收等。裝備水準居國內同行業先進行列，可保

障平台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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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遼寧（盤錦）國際石油化工產品交易集聚區為依託的外貿公共服務

平台正在加快建設。遼寧（盤錦）國際石油化工產品交易集聚區已獲批省級服務

業集聚區，配套建設的物流大廈一期已投入使用，現已有以福瑞電子交易平台、

盤錦港電子交易平台和盤錦港保稅物流中心為主的外貿公共服務平台體系正在

加快完善，年內保稅物流倉庫將正式投入運行，集聚區電子交易平台將全面投入

使用。 

未來基地將充分整合公共研發平台和配套物流服務平台，在技術交流、新產

品新技術的研發、管理諮詢服務、儀器設備等資源分享、外貿出口報關、認證及

註冊服務、國際產品資訊、國際物流、國際孵化器、展示交易、出口業務培訓培

訓等方面實現有機統一和無縫銜接，創造更加良好的外貿出口環境，為基地的外

貿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務保障。 

 

(六) 基地未來發展規劃 

基地將以石化及精細化工為主導，抓好兵器集團、盤錦和運新材料有限公司、

盤錦鴻鶴化工有限公司、台灣長春企業集團等龍頭產業，推進其生產規模擴大和

產品升級，圍繞 MTBE、橡膠、氟系列、環氧樹脂等出口產品，拉長產業鏈，提

高出口產品豐厚度和國際競爭力，打造世界品牌，不斷提高新區石化產品的世界

市場份額。抓好先進的節能技術和裝備的應用、循環經濟、工業用地集約利用、

生態工業及資源迴圈利用等關鍵措施，確保基地的可持續發展，著力構建世界知

名的石化及精細化工產品出口基地。 

到十二五末，實現銷售收入 1,000億元以上，出口創匯 6億美元。到 2020年，

實現銷售收入 2,800 億元以上，出口創匯超 2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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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構我國石化專區之藍圖構想 

 

我國石化產業發源民國 50~60 年代，並且在 60 年代十大建設時期在政策扶

持下扮演帶動經濟快速成長之火車頭，透過獨特的由下游向上游的發展模式，逆

向整合而成完整的上中下游石化產業供應體系。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大規模

擴充煉化產能、區域經濟整合及多元進料趨勢，國內面臨工安意外頻傳、環保標

準加嚴、民眾抗爭等壓力，使石化業成長已逐漸趨緩，尤其 2014 年 731 氣爆事

件後，凸顯出工業區外管線安全問題，加上近期「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自治條例」

及「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總量管制計畫」之推動，使得現有石化園區之營運備受挑

戰，展望未來，台灣應建構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透過集中管理與群聚發展的模

式，由根本解決管線安全之問題，並尋求未來石化業發展契機，共同面對外來競

爭與挑戰。 

一、 台灣石化產業發展現況 

(一) 國內石化業發展概況 

石化業以乙烯為代表性指標，2014 年台灣石化業乙烯產能規模為全球第十達

到約 450 萬噸，狹義的石化業產值規模約為 1.95 兆元新台幣（占製造業產值約

13.5%），若加計上下游關聯產業，則產能規模達到 3.96兆元（占製造業 27.5%），

屬於為國內重要支柱型產業，對國內經濟貢獻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然而近年在環

保及地方發展意識高漲氛圍下，如國光石化等大型石化投資項目在台灣發展機會

大幅降低，台灣石化產業再度面臨轉型挑戰。 

 

 

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料庫; 2.台綜院繪製。 

圖 4-1 石化業及包含上中下游產業之產值占製造業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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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業在經濟層面的貢獻主要在於產業關聯效果相對較強，依主計處公布

100年度產業關聯表，化學材料業感應度為 4.99，影響度為 1.66，在 52 部門中均

為關聯度最顯著之產業(如表 4-1)。 

 

表 4-1 我國產業關聯效果最高之主要產業 

名次 
向前關聯效果 

(感應度) 

向後關聯效果 

(影響度) 

1 化學材料(4.99) 化學材料(1.66) 

2 礦產(4.17) 鋼鐵(1.59) 

3 石油及煤製品(3.30) 其他金屬(1.53) 

4 批發及零售業(3.11) 塑膠製品(1.46) 

5 鋼鐵(3.08) 化學製品(1.43) 

6 其他金屬(2.15) 紡織品(1.37) 

資料來源：100 年產業關聯表。 

 

再就附加價值率探究，若跨國比較主要石化產業標竿國家日本、德國、新加

坡、化學材料製造業附加價值率，台灣附加價值率偏低，近年來約維持在 10%上

下，與新加坡相當，受環保意識影響致上游擴張停滯，中下游產品則亟待高值化

轉型。 

 

(二) 現有石化聚落分布 

台灣石化業主要分布於雲林縣（六輕工業區）及高雄市（仁武大社、林園、

大發工業區）兩大產業聚落，整理如表 4-2 所示，其中六輕工業區目前已為國際

代表性大型石化專區；高雄地區石化聚落則分區發展，形成北高雄仁大工業區及

南高雄的林園工業區，工業區內原料供輸需透過長程管線互通而形成工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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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國內主要石化工業區 

工業區 成立時間 
面積 

(公頃) 

乙烯產能 

(萬噸) 
就業人數 

六輕工業區 80 年 2,603 294 1.5萬人 

仁武大社工

業區 
49 年 130 無 6,700人 

林園工業區 62 年 403 107 4,395人 

大發工業區 68 年 375 無 1.1萬人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各工業區網站資料。 

 

 

 

 

 

 

 

 

 

 

 

 

 

 

 

 

 

 

 

註：統計處之石化範疇以化學材料製造業之工廠登記分布做區分 

資料來源：經濟部地理資訊系統 

圖 4-2 高雄石化產業聚落分布(以工廠家數統計) 

 

臨海工業區 

林園工業區

業

大發工業區 

仁大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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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石化業面臨之困境 

我國石化業雖具備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鏈，分工完整且國內業者對於生產、

國際行銷經驗豐富等優勢，但由於部分工廠設備都已老舊，在國際競爭環境下，

面臨北美地區以頁岩氣為進料、中東國家及中國大陸等後進國家大規模的擴充產

能之壓力，加上國內目前貿易談判進展已落後於韓國、新加坡、東協等國家，使

出口競爭相對處於較不利的條件；國內環境部分，自國光石化投資案撤案後，業

者在國內投資擴廠除了面臨土地空間不足、環評審查等壓力，氣爆事件亦反映出

工業管線穿越市區導致的工安問題以及五輕提前除役對仁大工業區上游原料供

應緊張關係，亦須逐一克服，將現階段石化業所面臨之各項內外部環境挑戰繪製

如圖 4-3 所示。 

 

 

圖 4-3 我國石化產業現臨內外環境挑戰 

 

經濟部自 2012 年初以來雖已積極推動石化產業高值化轉型政策，輔導業者提

升研發能力並透過試量產等專案計畫，協助業者縮短對於高值化產品之量產期程，

然而由於研發能力提升並非一蹴可幾，尤其國內石化業者在產品組合配置中已面

臨大宗石化產品競爭力衰退之危機，未來宜透過建構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石化專區，

透過環保工安標準加嚴，一體化的規劃管理，根本性的解決管線穿越市區及產業

整體競爭力下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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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化業專區化發展之願景規劃 

(一) 石化業專區化發展之優勢 

國內外代表性石化專區之共同特性，主要為聚集上下游相關聯石化企業，透

過基礎設施及油氣資源共建共用等特點，形成穩定、具有持續競爭優勢集合體，

進而獲得低成本、低風險、高效率的市場效果。 

1. 石化群聚發展之效益（規模經濟效果） 

  石化專區設置對於資源之充分利用、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生產效率具有較高之

競爭優勢，除了便於集中管理解決長期以來管線安全問題，亦可發揮能資源整合、

降低運輸成本等效益，配合我國高值化政策方向，對於研發人力資源的需求及知

識資源亦可發揮群聚效益功能，提升整體工業區之競爭力。 

2. 一體化發展之效益(範疇經濟效果) 

  石化業專區化發展可發揮煉化一體化、公用設備一體化、輸送物流一體化、

環境保護一體化及管理一體化之功能，使公用設備、管理、生產銷售之媒合等層

面進行更有效率之運作，進而提升競爭能力。 

 

(二) 石化專區發展願景 

國光石化投資案撤案後，為提升我國石化產業之國際競爭力，突破發展困境，

曾於 2012 年舉辦一系列之「我國石化產業高值化策略規劃會議」，訂定我國石化

產業研發投入比例提升至 2%，目標在 2020 年附加價值率提升至 20%作為產業發

展目標，並發展既有強項產業所需之關鍵材料、六大新興產業相關原材料及產品

附加價值率大於 30%產品，為達到石化工業發展政策目標，目前石化業之發展方

向依 (1)經濟發展可持續；(2)環境負荷不增加；(3)能源效率要提升，等三項原則

進行規畫評估。 

配合主要高值化石化政策方向，及歸納國內外大型石化專區發展趨勢，本研

究研提我國石化專區發展 5項發展願景(如圖 4-4)，期能透過建構具競爭力之石化

專區，兼顧創造經濟貢獻、深耕在地、及環境友善之產業發展目標，將主要願景

之內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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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我國石化專區發展願景 

 

1. 協助地方政府創造地方經濟繁榮 

高雄市近年來積極推動地方產業結構調整，例如高雄市政府提出之亞洲新灣

區計畫，就是以宜居城市為目標進行產業轉型，推動流行音樂、港埠旅運等大型

建設，並在南高雄地區則是推動遊艇產業及自由貿易港區，以求替代部分傳統高

能源密集及污染密集之產業，石化產業近年來亦配合中央高值化政策，五輕亦已

在 104 年 10 月除役，然而即便上游規模持續縮減，然而石化、鋼鐵等產業由於

產業的關聯效果強，即便本業的就業人口不高，但包含生產原料供應相關產業所

需，中下游的就業人口亦多，短期內卻仍屬於高雄市不可或缺的主力產業，因此

未來除應持續配合上位政策，包含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方案、產業升級轉型行動

方案及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外，亦應將產業發展方向融入地方政府發展規劃，

發揮臨港發展之優勢與港市共存，並開發供應地方產業所需之關鍵材料，與相關

產業進行更緊密結合，目標達到創造兆元之產值之專區，提升地方就業機會及薪

資水準。 

 

 

創造兆元

經濟 
促進產學

研結盟 

規劃永續

發展 

建構煉化 

一體 

回饋地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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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打造兆元專區創造地方經濟貢獻 

 

2. 帶領國內產業高值化轉型 

在產業政策部分，行政院已於 101年 3月核定「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方案」，

積極推動石化產業朝高值化轉型，協助業者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並提供如技術

處業界科專及法人科專計畫、工業局輔導型計畫、主導性計畫、試量產補助計畫、

高度研發投資抵減等方案，提供業者申請加速石化業之升級轉型。 

未來產業專區設置除應配合石化高值化政策方向外，亦應橫向配合其他產業升

級轉型行動方案，透過產業結盟、媒合，由下游產品應用市場需求，包含電子零

組件、電動車及儲能設備、自行車、紡織品等產業，開發其所需之化學品原料。 

 

 

圖 4-6 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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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化在地連結 

國內石化業者過去一直為人詬病之處在於未能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未來石化專

區設置除了創造經濟貢獻、增加當地就業機會及促進地方相關產業之經濟發展外，

亦應透過適當的回饋睦鄰機制，例如醫療補助、社區關懷、提供工廠實習機會及

平等合理的回饋方式與地方和諧共處，建立常態性且透明化的溝通管道，使地方

民眾感受到業者有誠意與民溝通，並在不損及業務機密下，說明石化業可能產生

的風險及不確定性，使資訊更為透明化降低民眾疑慮。 

4. 環境友善提升能源效率 

鑒於外界對於石化工業發展仍存有環境、能源、健康風險之疑慮，未來在投

資設廠先期階段，除需滿足現行各項環保標準外，針對製程設計、產品選擇進行

導入生態效益評估理念，消除民眾及相關團體疑慮；在園區整體規畫部分，則應

透過一體化的規劃設計進行資源鏈結，降低整體污染排放量，透過廢棄物資源鏈

結之方式，透過質能平衡與循環再利用之觀點，促進產業間投入與產出面的資源

循環鏈結，進而達到零廢棄的目標。 

 

 

 

圖 4-7 生態化工業園區發展構想 

 

5. 發揮群聚集一體化效益提升產業競爭力 

石化園區在建設和管理上普遍採用一體化理念，實行專案設計一體化、産業

結構一體化、公用工程一體化。例如透過專業管理公司，提供公用設施、環保、

後勤支援等多元化服務，透過資源設備共享的方式，為園區內的產業大幅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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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石化專區潛在位址盤點 

彙整過去國內曾進行石化工業發發評估之位址(如表 4-3及圖 4-8所示)，從桃

園觀塘工業區、台中港石化工業專區、彰濱工業區、彰化大城、雲林離島工業區、

嘉義外傘頂、布袋、台南七股濕地、南高雄大林蒲、南星計畫區、高雄港第三港

區及屏東台糖南州糖廠等地，過去政府亦曾針對包括七輕（七股濕地）、八輕（雲

林離島工業區）及國光石化（彰化大城）等地打造大型石化工業區，但因涉及特

有物種之保育、民眾抗爭或環評通過條件不符合經濟效益等因素而無法順利推

動。 

表 4-3 石化專區設置之潛在位址盤點及土地利用現況 

位址 
可利用面積 

(公頃) 
土地利用現況 

觀塘工業區 1,176 現已作為液化天然氣第三接收站預定廠址 

台中港 約 500 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1~105) 

彰濱工業區 2,400 正面表列排除煉油、化學材料製造業進駐 

彰化大城 2,100 
甫經國光石化撤案，短期內再提相同產業

專區開發可行性較低 

雲林離島工業區 2,000 
原八輕投資案移往彰化大城後地後處於閒

置狀態 

嘉義外傘頂 2,300 已劃設為國家級濕地鰲鼓濕地 

嘉義布袋 1,400 已劃設為國家級濕地布袋鹽田濕地 

台南七股 1,700 已劃設為台江國家公園 

南高

雄地

區 

大林蒲 155 
現有居民仍有約 2萬人且由於緊鄰工業區

及電廠，當地居民逾 7成支持遷村 

南星計畫 約 218 

由高雄市政府及台灣港務公司規劃產業用

地，部分土地已規為自貿港區（其中自貿

1期、遊艇專區計畫推動中 

第三港區 約 416 目前為高雄港長期發展規劃 

屏東台糖南州糖場 3,000 大部分為台糖屏及軍方土地 

資料來源：台綜院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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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綜合研究院。 

圖 4-8 國內具有石化業開發潛力之位址 

 

  考量現階段土地利用之現況，排除已劃設為保護或現有規範排除石化業進駐

之潛在位址，目前仍有可能作為石化專區之潛在位址，包含雲林離島工業區、南

高雄大林蒲、南星計畫區域及屏東南州台糖農場等 3個位址，進一步針對三個位

址之工程條件、港口條件、用水條件、與既有工業區之連結性及其他評估因素進

行綜合比較(如表 4-4)，考量雲林離島工業區目前已有設置面積達 2,600 公頃規模

之六輕工業區，建議未來以南高雄地區及屏東南州台糖農場作為石化專區設置之

選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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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石化專區潛在位址綜合比較 

地點 雲林離島工業區 

南高雄地區 
屏東南州 

台糖農場 
大林蒲 

鳳鼻頭 

高雄南星計畫 

(含第三港區) 

可開發面積

(公頃) 
約 2,000 公頃 155公頃 

218(南星計畫) 

416(第三港區) 
約 3,000 公頃 

土地所有權 

經濟部(工業

局)、雲林縣政

府、私有地 

私有地、國有

地 

高雄市政府、 

台灣港務公司 

台糖(興華、大響

營、昌隆、太源農

場)、佳冬靶場、

私有地 

工業區編定 是 否 否 否 

工程條件 
有風、沙、鹽害 

需進行地盤改良 

無須進行大面

積地質改良 

需進行地盤改

良 

無須進行大規模

地質改良 

鄰近有推測斷層

帶需進一步評估 

無風、沙、鹽害 

港口條件 
可於新興區建工

業專用港 

需配合第三港區擴建及洲際貨

櫃二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專用

碼頭 

可於南側率芒溪

口或林邊溪口興

建工業港 

用水條件 

可能需以海水淡

化為主，長期則

需另闢水源開發

方案 

美濃水庫及人工湖目前推動困

難 

海水淡化廠倘若興建併入暨有

工業區需水量，應可擴大興建規

模降低成本 

長期需另闢水源開發方案 

原規劃方案取得

台糖水權(地下水

及伏流水)較困難 

長期需另闢水源

開發方案 

既有工業區

連結性 
 

緊鄰臨海工業區及中油大林

廠，一體化發展及能資源整合潛

力較高，且距離林園等既有石化

工業區相對較近 

緊鄰屏南工業

區，林園工業區約

距離 40 公里 

其他評估因

素 

鄰近六輕工業區

空氣污染背景質

不佳鄰近地區有

地層下陷情況 

透過適當機制引導大社廠家進

行先建後拆之異地更新計畫可

改善高雄管線問題 

空氣污染背景值不佳 

下游沿海地區(林

邊鄉等)存在地層

下陷問題 

資料來源：台綜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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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構我國石化專區藍圖構想 

(一) 進料來源多元化 

傳統輕油可裂解出約 34%乙烯、19%丙烯等其他上游原料，可生產 C2~C6 產

品、BTX 產品，可產出較完整石化衍生物；而乙烷可裂解出約 80%乙烯、2%丙

烯，其 C4~C6 產品產量比重明顯下降；丙烷脫氫(Propane Dehydrogenation, PDH)

可裂解出約 82%丙烷，進料選擇為配置中下游產品鏈的決定性因素。 

大陸近年積極發展煤/甲醇製烯烴業，達到原料互補及多元進料優勢，惟發展

過程中涉及能源消耗、水資源消耗及環保涵容能力(包含 CO2、PM2.5)等問題，使

得煤/甲醇製乙烯成本相對較高，因此預期未來以煤/甲醇作為乙烯原料的比重增

加幅度有限。 

而目前國際多數石化廠乙烯之原料已採多元化進料為原則，裂解原料來自輕

油、乙烷、LPG 及煤/甲醇等，使進料結構更具彈性，2014 年全球乙烯 8 成由輕

油及乙烷進行裂解，44%以輕油為原料，37%以乙烷為原料，預估 2024 年以輕油

作為裂解乙烯進料的比重略微下降，乙烷、煤及甲醇的比重持續上升(如圖 4-9 所

示)。 

 

 

圖 4-9 未來全球乙烯進料結構變化趨勢 

 

另一方面，受到美國頁岩氣開採，市場上乙烷供應量增加，且乙烷製乙烯價

格較輕油裂解更具競爭力，因此以乙烷作為乙烯原料的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但近期輕油與乙烷價格差距日益縮小，連帶乙烯生產成本差距亦逐漸縮小，且乙

烷裂解出的丙烯及丁二烯比率低，故對具有成本/規模競爭力之國內輕油裂解廠，

長期而言輕油裂解廠在亞洲市場上仍具相當程度的優勢。 

綜上所述，近年來雖然大陸地區及北美煤化工及頁岩氣蓬勃發展，然而油價

波動使輕油為進料之乙烯工廠競爭力回升，但鑒於多元進料已為未來國際石化廠

趨勢，可使石化工場在運轉上更具彈性化，未來台灣可朝向增加以乙烷為原料生

產乙烯，並搭配部分比重之丙烷脫氫制丙烯作為進料選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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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鏈配置方式建議 

1. 國際大廠對於石化產品特性分類及配置組合 

國際石化大廠 BASF 對於泛用及特用化學品分別以市場價格、原料成本、可

替代性、進入障礙等特性，區隔泛用級化學品及特用化學品之差異(整理如表4-5)，

未來石化專區產品組合亦可需考慮其產品特性以及未來市場等，同時需平衡產品

風險性及報酬率，取得最佳配置組合。 

 

表 4-5 泛用與特用化學品差異性比較 

差異點 項目 
泛用化學品特性 

(Commodity) 

特用化學品特性 

(Specialty) 

市場價格 

價格成本結構是

否透明 

價格公開或依成本相關

公式 
價格與成本結構分離 

價格變動原因 
1.原料成本 

2.供需情形 
1.反映顧客附加價值 

原料成本 原料成本占售價 >65% <40% 

可替代性 轉換成本 

1.產品較少特徵 

2.顧客容易轉其他供應

商 

1.依照顧客需求 

2.轉換需花費多時間

及金錢 

進入障礙 特別 Know-how 

1.低進入障礙 

2. Know-how 及技術易

取得 

1.需長期經驗 

2.領先技術 

3.專利保護 

資料來源:BASF Driving Future Growth；台綜院整理。 

 

由於未來石化專區產品組合，已不可能比照仁大工業區產品組合，須符合中

央與地方政府對產業升級之期待，同時應兼顧業者之可行性及風險，因此產品組

合配置對高值化與泛用大宗石化品應取得適當比，供投入專區業者遵循，觀察三

菱、住友、旭化成、BASF 等日德國際石化大廠對於泛用級特用級化學品產品占

比配置(整理如圖 4-10)，高值化產品占比約占 30%~60%間，考量國內產業高值化

發展尚處於轉型起步階段，為兼顧中央與地方政府對高值化之期許及業者投資風

險，建議專區發展以漸進的方式發展高值化產品為宜，再逐步調整高值化產品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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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國外石化業高值化產品佔比(營業額) 

 

2. 高值化石化品認定及大宗石化品篩選方式構想 

在高值化產品認定方式部分，石化專區進駐業者可依照高值化政策及技術發

展藍圖，由業者依據本身發展規劃，提出附加價值率大於 30％之產品，再由主

管機關召開認定會議，認定業者所提占 30%產值之高值化石化品。 

 

 

圖 4-11 高值化石化品認定方式構想 

 

而在大宗石化品的部分，由於泛用大宗石化品仍為石化專區主力產品，因此

對產品篩選攸關未來競爭能力，以及是否達到兆元石化專區目標關鍵，建議可盤

點具潛力產品，以市場、市場吸引力、經濟與風險，篩選出未來石化專區發展之

泛用大宗產品項目。 

 階段一：依市場屬性類別篩選，針對市場規模、國內主外要競爭對手、需求

成長率、進口替代產品等面向，對石化產業鏈產品進行盤點。 

 階段二：依市場吸引力類別篩選，針對具有明確成長動能、產能未飽和、可

發揮群聚整合效益之產品進行挑選。 

 階段三：最終評估經濟與風險，篩選具有技術可行性及優於平均獲利能力之

產品。 

資料來源:各公司年報，台灣綜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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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階段性篩選潛力產品方式示意 

 

在決定大宗化學品及高值化石化品之產品配置後，為達成石化專區兆元產值，

目標在泛用大宗石化品創造 7,000 億元產值，高值化產品創造 3,000 億元產值，

並建議未來由業者共同研析產品組合，達到上下游整合及兼顧經濟貢獻與環境友

善等目的。 

 

 

圖 4-13 兆元專區產值目標產品配置構想 

 

(三) 生態工業區發展模式建議 

1. 選擇具有相對生態效率製程產品 

由於外界對於石化工業發展仍存有環境、能源、健康風險之疑慮，未來在投資

設廠先期規劃階段，除滿足各項環保標準外，針對製程設計、產品選擇進行建議

可導入生態效益評估(理念，消除民眾及相關團體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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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BASF 生態效益評估流程 

 

2. 強化能源與資源整合打造兆元產值生態工業園區 

觀察主要國際間代表性石化工業區如安特衛普、裕廊島及路德維西等石化專

區，皆將提升能源效率、資源整合作為園區發展重要目標，以目前較有可能作為

石化專區之南高雄地區為例，由於緊鄰臨海工業區，區內已有台電公司大林電廠、

中油大林煉油廠、中國鋼鐵等，環境背景值不佳，因此未來若在此區域設置專區，

應將臨海工業區能源資源進行盤點，透過一體化的規劃設計進行資源鏈結。 

以鋼鐵與石化產業互補為例，石化業產出之氫氣可供鋼鐵業進一步使用，而

鋼鐵產業產出之廢熱、蒸氣等亦可提供石化等耗能性產業及周邊產業加以運用，

此外，目前國內亦有業者透過回收 CO2製程生產醋酸，未來專區之設置應以降低

整體污染排放量，透過廢棄物資源鏈結之方式打造為生態化之工業園區。 

目前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較聚焦討論臨海工業區緊鄰大林蒲及南星計畫區域，

98年起已推動廢酸與礦泥資源化鏈結、廢油資源化鏈結、煤灰、爐渣、集塵灰資

源化鏈結及蒸汽等 5 項鏈結，未來石化專區倘若位於大林蒲及南星計畫區域，將

可與臨海工業區（中鋼、中油大林廠、造船業）、台電大林廠等工廠更緊密結合，

形成生態化的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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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網站；台綜院整理。 

圖 4-15 臨海生態工業園區構想 

 

五、 結論與展望 

高雄地區為我國石化產業的發源地，近年來從國內管線安全問題到國際間面臨

更嚴苛的競爭環境，均顯示未來國內石化業應走向集中管理、一體化發展以發揮群

聚效益，維持產業競爭能力。 

為打造具競爭力之產業專區，在區位選擇的部分，本文建議以南高雄地區及屏

東台糖南州台糖農場作為方案位址，南高雄大林蒲、南星計畫區及高雄港第三港區

產業用地為現階段中央與地方政府較有共識之發展位址，具有與既有工業區整合性

較佳之優勢，建議可採取分階段開發，優先推動大林蒲鳳鼻頭遷村，惟倘若土地取

得成本過高且轉嫁業者，則可能降低業者進駐誘因；而以屏東台糖南州糖廠則具備

基地面積完整、土地所有權相對單純、土地取得成本相對較低之優勢。 

至於專區設置之原則，則建議宜採多元進料之發展模式，以打造為兆元產值之

生態工業園區為發展目標，創造地方經濟繁榮；產品及製程，則應透過適當機制選

擇較具生態效益之製程與業者共同研析泛用與高值化產品之最佳產品組合，發揮上

下游整合及兼顧經濟貢獻與環境友善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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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評析國內外石化專區之優勢及借鏡」座談會議紀要 

 

【時    間】104 年 04 月 27 日(週一) 下午 14:00~17:00 

【地    點】財團法人中技社會議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朱少華理事長 中國石油學會 

吳再益院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余騰耀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引 言 人】謝俊雄總幹事 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公會 

【與談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序) 

李啟志副總經理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茂文顧問  

洪輝嵩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 

曹明總經理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陳志勇教授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陳重裕副總經理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陳綠蔚總經理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黃志宏副總經理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 

蘇士光總經理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人員】林猷治執行長 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 

曾繁銘組長 工研院 IEK 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 

劉致中經理 工研院 IEK 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 

沈震宏主任 台灣中油公司石化部行銷室 

李肇晃組長 台灣中油公司企研處 

侯亮源秘書 台灣中油公司董事會秘書室 

呂秀滿秘書 台灣中油公司總經理室 

詹政訓企控師 台灣中油公司企研處 

鄒倫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環境中心 

王釿鋊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許湘琴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楊智凱副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技社環境中心 

向玉玲副管理師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陳建緯所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王尚博組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丁俊元副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陳依婷高助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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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目標】提出石化專區應具優勢條件，作為後續議題探討及規劃之依據。 

【引言重點】 

一、 石化專區優勢及群聚效益 

二、 探討國內外石化專區案例 

三、 國外專區能資源循環利用分析 

四、 專區與港口合一之競爭優勢 

五、 國外石化專區借鏡之處 

【會議紀要】 

一、 主席 

歡迎大家今天參加中技社召開的「評析國內外石化專區之優勢與借鏡」座談會，會

議過程將由石化公會謝總幹事先做引言，再請工業局長官及與談專家針對今天討論的議

題提出意見發言。中技社屬於民間智庫型組織，每年都會針對國內重要的議題舉辦座談

會，例如在社會上有爭議性的議題、在產業政策發展有需要的議題，座談會的發言內容

將做成會議記錄，並於總結會議後彙整出版專刊，提供行政院及相關主管機關參考，傳

達業界對於建立石化工業區的想法。希望各位今天無論正面負面可盡量發言，倘若未來

政府決定推動設立石化工業區，各位寶貴的意見會成為政府及相關單位的參考依據之

一。 

 

二、 引言人引言 

主題：石油化學工業中心之建置與營運 

綱要： 

1. 石油化學工業之特色 

2. 石化中心與關聯產業 

3. 世界石化中心範例 

4. 高雄設石化中心之課題 

 

三、 與談專家發言 

(一) 經濟部工業局洪嵩輝組長 

1. 世界的石化中心裡面，新加坡裕廊島、德國路德維希，在過去推動國光石化計畫時

施顏前部長即已指示借鏡該國經驗。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屬於人治社會，裕廊島

石化區在管理部分非常嚴格，但裕廊島是否做得比台灣的石化專區（六輕工業區）

更好則可能沒有。新加坡裕廊島吸引許多世界著名石化業者進駐，但若細看其產品

都是本國無法生產的項目，因此所以裕廊島的產品結構不建議作為台灣之借鏡。 

2. 德國的路德維希由於發展的歷史較久遠，也沒像台灣六輕工業區有高度一體化的設

計與整合，雖然整體而言管理的不錯，但不至於到山明水秀的狀態。台灣的六輕工

業區近年來幾次工安意外後，已支出 60 多億元將管線重新維修，比起現在世界許多

著名石化中心其實已做得非常棒。 

3. 以台灣目前政治經濟環境，從國光石化到現在，在未來可見的 10 年內，可能只有南

高雄地區有機會成為石化中心，然而氣爆事件所引起的相關政治效應等已將高雄石

化業塑造成一個既危險、耗能又產生空氣污染的產業，以目前高雄市政府的發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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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而言，北高雄（仁武、大社地區）的石化產業可能透過「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自

治條例」的立法，讓 89 條從南高雄運送到北高雄的管線無法運作（斷管），在缺乏

料源的情況下而消失，並迫使石化企業遷移至南高雄地區。 

4. 高雄市政府雖然理解石化業是重要的產業，但應不會以石化專區（或石化中心）這

樣的名詞推動，而是包裹在打造亞洲新灣區的整體規劃中，首先將前鎮儲槽搬遷到

洲際貨櫃碼頭，未來 2040 年第三港區部分，就會有一區域可容納仁武、大社等北高

雄的石化廠，但要形成的關鍵在於大林蒲鳳鼻頭最多 2 萬戶遷村的問題必須解決，

遷村後亞洲新灣區才能成形。 

5. 未來大林蒲遷村，倘若以開發者出資的方式，花費 600~800 億元成本只能取得約 150

公頃土地，成本偏高，但倘若不處理遷村問題其他計畫皆無法推動。 

6. 從國光石化到目前，石化專區的議題牽涉到不只經濟議題也包含政治議題在內，石

化業在國內一再遭污名化，大家有責任讓社會理解石化業的真實情形，透過拍紀錄

片或雜誌專欄的方式，以中性的角度讓社會大眾瞭解石化業的功與過。 

 

 主持人回應： 

石化專區的推動過程中，無論如何溝通都是最重要的環節，而且必須是以正面

的說明和溝通的方式，而非使用恐嚇的方式，未來業界與政府都需主動和社會大眾

溝通、傳達正確的觀念。 

 

(二)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陳志勇教授 

1. 今天台灣經濟不佳的理由在於薪資偏低、購買力不足而無法支撐一個實體，單以文

創產業可能無法突破現有 22k 的經濟困境，應導入大型化高值化的製造產業，當前

石化業即屬於高所得產業之一。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其中一個重要政見就是提升青年

就業、提高薪資結構，現在起薪 22k 大部分是服務業與餐飲業，我們應該提供給未

來（可能的）執政者正確的資訊，不然以後就會變成環保治國而非經濟治國。例如

太陽能、綠能政策，台灣平均電價 1 度 2 塊多，德國的電價 1 度 10 多塊，除非電

價調漲，不然靠補貼全民買單，乃是不公平無法永續的。無論未來是誰執政，目標

一定都是要讓經濟持續成長，要促進經濟成長就必須有投資，因此像陳菊、柯文哲

等政治人物，也許對石化產業的認識不深，就必須提供正確的資訊給這些主政者。 

2. 目前石化廠的環評案，環評委員的主要四個訴求包括：(1)VOC 減量(2)節水措施(3)

減碳措施(4)健康風險評估，因此建立石化專區宜提出因應對策，成立一個石化專區

並不是要把仁武、大社石化業搬過去，而是要引入一個優質化的石化產業，其環保

要求須符合國際的高標準。 

3. 近年來國內石化產業受到油頁岩氣及煤化學的衝擊，以及中東、大陸、與東協等地

區之競爭壓力日愈增加，因而我們必需考慮如何提升台灣石化產業的發展與競爭力。 

然而我國石化產業大多建造於 1960 年代，製程設備略嫌老舊，難與大陸【國企石

化業】競爭，因此急需改頭換面，朝向「高值化」或「特殊品級」的功能性產品發

展。為因應國內優質化環境的追求，設備的汰舊更新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亦是必走

的路。不過轉型勢必要有新的爐灶(石化專區)規劃，方能建構優質化、高值化的石

化產業，再創台灣石化的第二春。 

4. 在大林蒲遷村部分，以大陸的古雷石化專區為例，古雷半島遷村的方式是先在半島

北部地區進行造鎮，再透過以屋易屋、以地易地的方式與當地居民溝通協調達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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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南部地區有很許多台糖土地目前都處於閒置狀態，政府應進行整體規劃，協調

相關機關釋出台糖或有關部門之土地造鎮，以解決遷村的問題。此外，短期內宜協

助麥寮六輕尚有 160 公頃土地之運用。 

 

(三) 台橡公司陳重裕副總經理 

1. 德國路德維希具有高度整合的優勢，生產產品涵蓋特用化學品（Specialty）及大宗

石化品（Commodity），我認為最主要的因素在於這麼多的工廠都在同一家公司底

下，因此所有的副產品都會盡量成為其他工廠的原料使用，以提升工業區的競爭能

力。 

2. 在節能部分，很多化學反應是放熱反應，如果是單獨工廠要進行處理掉就需想辦法

將多餘的熱轉換成下一個工廠的反應熱來源，因此透過節能提高生產力將可以維持

產業競爭力，未來石化專區建議應以高度整合的角度概念進行石化專區的推動。以

德國（路德維希）為例，在高度整合運作下每年可省下 10 億歐元，其中 60%是由

強化 Logistic 設施，30%是來自於節能。 

3. 以日本經驗來看，日本自 1950 年代就規劃了 10 多個沿海石化區域，在明確的產業

政策下招募適當的廠商進駐，由政府出面整地，由廠商提出整合性的設廠規劃，在

目前 13 個石化專區中，最大規模的為千葉（Chiba）石化專區。為長 11 公里、寬 4

公里的區域，由其中 1 家業者整合其他家業者主導開發。 

4. 在產品鏈中，石化專區大部分的生產流程是透過管線連結，只有少部分是以槽車、

船運的方式供應，從原料端一直做 C2、C3、C4，並進一步做成石化中間原料以及

下游產品，產品鏈的組成再由各公司分工各自負責，以達到一體化、高度整合的運

作模式，日本的經驗與德國 BASF 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將產業內的上下游進行橫

向與縱向的整合，BASF 因為企業規模夠大是進行企業內部整合。 

5. 由上述經驗歸納一個成功的整合型石化專區有幾個重要的議題： 

(1) 規模必須夠大，才具備規模經濟效益。 

(2) 原料來源多樣化。 

(3) 在高度整合下做到無副產品。 

(4) 石化專區內需有中央電力系統以及煉化一體的設計概念。 

 

(四) 李長榮集團李啟志副總經理 

1. 石化專區定位：國內發展石化專區必須定位出我們自己的主軸，以廣東大亞灣為例

就有清楚的定位，係由中海殼牌之煉化一體上游帶動下游產業鏈，其發展過程與台

灣由下往上的逆向整合不同。而以古雷石化為例，發展定位和大亞灣一樣是透過上

游煉化一體帶動下游發展。此外，在古雷的北半部，留有很大一塊區域可以進行 4、

5 次加工區，大陸的石化園區清楚知道他們要把石化的整個產業鏈留在當地，產品

原料生產後在當地就消耗掉，才能在當地創造整個價值出來。 

2. 高值化轉型：透過政府的政策引導業者轉型，石化專區相信以目前的政策方向不會

是只將仁武、大社遷移至南高雄的石化專區，我們必須自己要定義清楚高值化的轉

型和優質化該怎麼做，石化專區在做長遠規劃時候必須有我們自己的定位和主軸。 

3. 整合產業鏈：廣東大亞灣靠海，但發展初期土地面積不大，中海殼牌工廠外面就是

海，但在長期的規劃發展下，現在中海殼牌前方大約還要再 4、500 公尺才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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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在規劃時就應考慮到未來產業鏈發展需求，從大亞灣的案例中，中海殼牌

為產業發展的火車頭，並考慮後續帶進的整個產業鏈，目前為止（大亞灣）已經進

駐了 76 個項目，投資金額達 1,600 億人民幣，顯示大亞灣在整個政策擬定的配套

做得很好，當地的政府花了相當多的心力在填海造陸，並且在靠山的地方開闢過境

道路。 

4. 封閉式園區管理：古雷半島也是同樣採封閉式園區管理，將南部的居民都遷到半島

北部讓生活區和工廠區有區隔，如果未來要在南高雄的石化專區我們能夠規劃出採

取封閉式的園區管理，在規劃的時候必要有綠色的隔離帶，剩下的面積有多少，有

多少的面積和項目可以進來，是否做進出管控都需納入考量。 

5. 產銷規劃與配套：業者在進行生產線轉移的時候可能面臨很大的風險，生產線若停

止再恢復運轉是非常困難的，這是目前面臨到的問題。倘若未來國內設立石化專區，

應先蓋新廠，而不是先關舊廠。如果是先遷移舊廠，期間則供應便會中斷，下游客

戶一旦供應中斷後要恢復生產將客戶找回來困難度相當高，因此如何讓專區的規劃

無縫接軌相當重要，必須讓業界知道對下游客戶的服務供應不會中斷。 

6. 市場定位：現在產品約有 60%~70%外銷以中國大陸為主，必須思考外銷出去的產

品值不值得在台灣製造，業者要知道產品做出來後是要以內銷為主還是外銷為主，

外銷市場在何處？外銷出去的產品是高值化的還是優質化的或者只是一般的大宗石

化品。 

7. 研發創新：如何讓高值化、優質化產品搭配研發創新，支持我們國內外市場，到最

後是做精而不做多，在製作精緻及優質的產品後，如何透過技術服務開發下個終端

產品，我認為這是要與客戶端一起來共同合作之處。公司也必須將客戶的需求納入

規劃的考量。 

8. 招商門檻：在招商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訂定一些基本的門檻標準而不是讓任何廠商都

可以進來，例如在 HSE 管理的這部分必須做到相當的標準，透過專區的服務中心

或管理中心建立一定門檻的審查機制。 

 

(五) 中油公司陳綠蔚總經理 

1. 專區競爭力之考量：發展專區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未來石化專區到底有甚麼樣的競爭

力可以吸引業者進入，以台灣的產業環境來說，都要從國外進口頁岩氣、原油、MTO

等原料做成產品外銷出去，其石化專區提供業者甚麼樣的競爭力。在台灣過往產業

發展經驗，我們的石化產業鏈非常完整，這是我們的優點，但是未來的重點在於如

何維持這樣的競爭力。 

2. 成本面向：設置一個專區的土地成本、環境成本需要多少？倘若專區設置成本太高，

很可能導致沒有業者願意進駐，以台灣過去很多的加工出口區為例，開發之後結果

廠商進駐的很少。 

3. 專區位址： 

(1) 最早提出的南星計畫遊艇物流專區但遭到反對，但高雄市政府現在也開始認真考

慮，畢竟遊艇產業可以創造的產值、就業不高，事實上石化產業若符合相關的工

安、環保要求，將會是個很好的產業。 

(2) 第二可能地點為洲際二期，洲際二期 203 公頃事實上可解決非常多事情，包括前

鎮的搬遷等，但自從 731 氣爆事件發生後，我們對石化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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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個投資計畫就暫時擱置，再加上預估需要 500 億進行開發，如果未來石化產

業在國內的前景不樂觀，這些都是洲際二期用地需要再作考量的關鍵。 

(3) 第三是高雄港 2040 年主計畫的第三港區，但無論專區要在什麼地方，高雄市政

府和中央政府目前應要逐漸收斂意見溝通，如果未來要把洲際貨櫃二期也放進，

那未來勢必需將交通部納入，否則各單位大家溝通許久很有可能是徒勞無功，譬

如高雄市政府宣布106年前鎮儲運要搬遷但洲際二期107年土地才會完全填好，

但高雄市政府基本上也是認同石化產業有它的重要性。 

4. 不確定因素之考量：在專區規劃時有幾點是政府規劃需進行思考的，除了成本過高

會成為考量因素之一，業者更擔心的在於不確定性，如 VOC 管控加嚴、禁止燒煤、

要求總部南遷等等，都會造成業者的負擔。 

5. 專區之進入門檻：進入園區理論上都要符合一些需求，但應不是以現有的業者從仁

武、大社搬遷過去，高值化勢必是石化業必定要走的路，過去生產大宗石化品賺容

易錢的時代已經過去，譬如 PTA 中國大陸一開始發展，中美和就面臨嚴重虧損。現

在談高值化，需要有人才、技術、原料等，並且需配合研發中心的設立與分享，因

此中油公司將研發中心設立在高雄的目的即在於此，技術、市場、原料都是石化專

區必須考量的環節。 

6. 對外溝通：在對外溝通部分，未來發展專區需要進行溝通的對象很多，媒體、專家、

學者、名嘴、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事是使社會大眾瞭解石化業對中央、地方的貢獻

在哪裡，現行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下，稅收收走了但地方石化產業卻需承受罵名對業

者相當不公平。 

7. 創造就業與融合在地：在就業部分，中油公司必須由全國進行招募，但以我們和林

園高中進行的產學合作經驗進行分享，事實上對企業來說成本不高，但當地民眾非

常感激，未來業者可和地方上做更深入的結合，譬如當地小朋友營養午餐、老人的

照護等面向強化與在地民眾的溝通。 

 

(六) 台塑石化曹明總經理 

1. 產業規範、產業政策要明確訂定，國土規劃必須做好，確立規範符合條件的產業企

業自然就會進入，很多事情民間可以做但是政府要做到適當的引導產業責任。 

2. 以過去的經驗來說，早期國光石化原本稱為高廠遷廠計畫，預定地為屏東南州工業

區，無論由環境污染物 VOC、PM10，或由港口、用水考量都是當時最佳專區設置

的地點，但最後因為選舉的因素而失敗，最後才輾轉找到彰化大城，但是與麥寮六

輕工業區太近，加上區域的污染總量、用水以及白海豚、海水淡化等議題最後仍然

宣告失敗。 

3. 由過去專區推動失敗的經驗，未來投資計劃的決策機構應該是不是環評委員或環保

署，而是應該借鏡新加坡的經驗是經濟部。 

4. 以大陸發展古雷的經驗為借鏡，政府讓當地學生先去訓練工讀，讓他們吸收正確的

知識，再利用寒假時間去地方宣導，最後當地大多數的人是贊成古雷案的興建，安

頓居民的方式是以先蓋後遷的方式讓民眾安心。 

5. 石化企業未來要存活賺錢有產業競爭力，政府必須有給予更多的鼓勵，產業發展方

向一定要事先規劃好， 

6. 高值化一定是少量多樣，其他業者研發的技術倘若要去購買費用一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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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推動石化專區時建議不要操之過急，目前健康風險評估很多都屬於假議題，

應該透過更多的正面宣導傳達正確的石化工業知識。 

 

(七) 長春石化蘇士光總經理 

1. 高雄石化專區要做甚麼政策方向應該要更明確，是舊有的仁大工業區遷過去還是發

展高值化、優質化的項目，如果政策方向不明確廠商也不知道該如何配合政策。 

2. 過去原先計畫 2016 或 2018 年所有包括中油、李長榮等在前鎮儲運的設備會全部遷

移出去，但目前也已全部停下來，輸儲設備蓋下去不知道可以供應給誰，倘若如果

很多東西最後決定不建，目前還面臨很多問題，包含石化專區、管線是否留存等需

進行重新規劃解決。 

3. 長春為國光石化的民間股東之一，目前石化業面臨的困境與國土規劃政策相關，國

土政策內政部提出來各界很多意見難以達成共識，而業者通常只能以經濟部作為溝

通管道，但類似許多政府會議卻必須與內政部、環保署先做好溝通。 

4. 組長與談討論中提到新加坡，事實上新加坡很保護裕廊島，新加坡的發展原則只有

兩項，一個是產業永續發展、一為產業競爭力。在永續發展上，星國政府對於低污

染、環保政策、用水的要求是非常嚴格，成本相當高。而在提升產業競爭力上則會

運用許多工具協助，例如在政府相關單位的溝通上，經發局（EDB）隨時可以帶業

者與環保部門、國土部門溝通，其投資的聯絡窗口是單一的。政府是站在協助業者

立場，建議業者應該朝那個方向改進，所有的政策都是在協助業者解決問題，業者

進駐會看其產品是否有競爭力，往哪裡銷售？如果是銷往還未免稅的國家，那麼這

些國家很有可能就是未來新加坡簽署 FTA 的國家。 

5. 長春在新加坡的投資案表面上看來是三個月通過環評，但事實上中間是通過非常嚴

格的標準的，其政府的態度是希望要產業具有競爭，因此每隔幾年都會到企業總部

訪問，看是否還有需要改進或協助企業的空間。 

6. 高值化事實上是很艱辛的路，10 個案子只有 1、2 個案子會成功，每個案子在成功

之前，還需把所有的專利都攤開進行檢視，研發成功後接下來是專利戰，並衍生很

多其他的環節需克服，客戶很可能因為專利問題而無法安心投資，所以高值化並不

簡單，不是政府簡單的去講，而是一條很艱苦的路。 

7. 在總部南遷的議題中，高雄市政府可能誤解財政收支劃分法，總部南遷地方稅收並

不會增加太多，在現行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下，所有的國稅（貨物稅等）都是由中央

拿走，中央再將 10%的所得稅、10%貨物稅、40%營業稅做為統籌分配款，統籌分

配款中 6%作為特別預算，剩下 94%再分配到地方。分配到地方之 94%中，61.76%

分配直轄市六都，24%分配給縣市政府，8.24%分配到鄉（鎮、市），而這些地方各

級政府分配到的總金額，以六都分配 61.76%的統籌分配款金額為例，第一是以開

立發票的金額百分比占 50%，其他還會再依人口、土地面積等做調配，也就是說總

額比主要是以開立發票的地點為主，原本在高雄出貨的廠商發票就會開在高雄，總

部南遷原本該開立在地方的發票還是會開不會受到影響，對於地方稅收應不會有太

大的改變，除非原先出貨在高雄的發票沒有在高雄開才會有影響，應該檢討的是財

政收支劃分法而非總部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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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台灣石化合成黃志宏副總經理 

1. 本公司主要在林園工業區有工廠，在台南山上鄉也有獨立的工廠，光由公用設施的利

用進行比較，在林園廠中有一個核心生產 MA（馬林酐）可以大量副產蒸氣讓公司再

做利用，同時我們也和台塑、聯成購買蒸氣，但在山上鄉這邊的工廠就沒有其他工廠

的副產品可以使用，光蒸氣的部分一年就可以差距到一億台幣，因此石化專區內可以

做到互通有無的話，對競爭力的影響將十分巨大。 

2. 以 MA 一噸約 1,200 美金，若副產蒸氣可賣出，MA 可以價差到約 400 美金，在石化

工業區內可以做到互通有無，同樣副產品的氫氣也可以賣給信昌等公司，但倘若工業

區內沒有信昌或其他公司購買，氫氣也只能燃燒後產生蒸氣，當中價格就會相差很

多。 

3. 石化工廠最擔心的一點在於停工後找不到維修或是維修進度落後，停工的損失將會擴

大，但在工業區內有相對充足的公用設施，停工的風險就會降低，石化工廠只有蓋在

專區內才會有競爭力。 

4. 在石化專區定位的問題上，如果是以仁武大社遷廠方式，對外可能較容易溝通，因為

不是新設石化園區，但格局就會變得很小，但倘若要設立一個新的專區，困難度勢必

會提高。 

5. 從謝總幹事的簡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煉化一體化的趨勢，石化業很多是屬於中間原料，

要從乙烯丙烯或輕油往上做，今天石化專區的建構是否包含上游的那些原料？還是只

有符合高值化、環保標準就可以進入，專區的定位就會不一樣，專區的定位清楚、有

明確的遊戲規則，未來會更易於招商的進行。 

6. 除了專區定位，第二個問題在於石化產業當前面臨很大的競爭壓力，譬如 MTO、頁

岩氣多元進料的發展趨勢，且當前市場不在中國大陸，國際環境中東協加三關稅也不

利於台灣產業，在這些因素下，如果要由上游開始發展石化專區是不是還有空間則值

得討論。 

7. 未來石化專區，是否有受到污染排放的總量管制亦是關鍵問題，倘若沒有足夠的配額，

即使有土地也沒有用，是否受總量管制的影響也將影響投資意願。 

 

(九) 林茂文顧問 

1. 當前石化工業在國內面臨五個難關需克服：(1) 中油 104 年底五輕關廠，事實上從

103 年歲修，五輕就已不再使用；(2) 105 年度石化管線擁有企業在高雄市設籍；(3) 

107 年大社工業區降編為乙種工業區，目前政府也尚未有明確的因應措施；(4) 高

雄市前鎮儲運所 107 年搬遷；(5) 南星石化專區之規劃，行政院原本預計二月份宣

布，但後續遲遲未能達成共識而沒有下文。國外的問題部分，則面臨亞太地區煉製

結構改變及多元進料趨勢，2020 年亞太地區大約還會增加 300 萬桶煉量達到 2,590

萬桶，其中 200 萬桶來自中國，70 萬桶來自印度，但是其中將汰換 160 萬桶。 

2. 政府的產業政策必須明確，如同成大陳教授的與談重點，經濟要發展必須要有投資，

譬如新加坡訂定明確的產業政策及標準，在政府政策不明或是政策沒有延續性的情

況下，業者很難評估各項重大決策。 

3. 目前可能設置的位址大約僅 800 公頃（8 平方公里），但 8 平方公里相較於新加坡

裕廊島 32 平方公里，土地面積可能不足，再加上其他限制條件，是否要由上往下

生產或重新規劃未來要生產的產品，都需要有一定的說法與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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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席結語 

 朱少華理事長 

1. 民國 60 年代台灣第一輕油裂解廠設立，當時面臨的困難不比當前石化業面臨的困難

少，但任何事情只有想不想做的問題，如果政府擔心監察院調查、業者擔心賠錢有

各種藉口當然不會成功，國光石化就是最好的例子。 

2. 「鐵打的銀盤，流水的冰」，石化業是流水的冰，當前跨國企業如此盛行，業者不一

定非要留在台灣不可，大陸有七大石化園區規劃的相當完整，業者為什麼要在台灣？

業者不一定要進入石化專區，這可能是未來政府應該要重新思考之處。 

3. 就專區位址分析，以目前大林煉油廠 300 公頃加上鄰近南星計畫等區域面積，最多

只有 800 公頃可進行利用，除了土地面積的限制，鳳山水庫的水量是否足夠將是一

大考驗，倘若以煉化一體規劃的石化專區的用水不足將是一大限制條件；此外，南

星計畫應不可能再向外填海，因為台灣附近的黑潮流速過快，勢必需要建一道延伸

堤延伸出去，但很有可能會使屏東的土地流失。 

4. 目前大陸的石化專區已經是比照新加坡裕廊島工業區的水準進行規劃，當然在透明

度、服務的熱誠、政府效能仍有落差，但整體而言大陸石化專區的規劃已是相當進

步值得國內省思，以上意見總結提供政府及相關單位參考。 

 

 吳再益院長 

1. 由與談的專家及洪組長的意見中，可感受到石化專區倘若未來十年無法推動執行，

未來可能也不會再有發展的機會，考量到國內石化業是由雙石化體系台塑及泛中油

體系組成，未來石化專區的發展勢必需整合及強化高雄泛中油體系。 

2. 當前石化專區在選址部分涉及大林蒲、鳳鼻頭區域的遷村，鄰近紅毛港遷村的經驗

則值得未來借鏡探討，由紅毛港遷村的經驗來看，係由台電出資在台糖土地上興建

社區，將來設置專區勢必需克服目前中央與地方皆重視的大林蒲遷村問題。 

3. 在溝通層面，未來必須用更多元的方式與社會大眾強化溝通，譬如透過天下雜誌的

專訪、參加談話性電視節目澄清與傳達正確的石化工業，以正面的觀點而非負面論

述石化業對台灣的功與過。 

4. 在石化專區的進駐標準部分，未來進駐石化專區的業者勢必要合乎相當程度的環保、

管理標準才能進入，否則勢必無法因應總量管制，例如成大陳教授所提出的 VOC 減

量、節水措施、減碳等。此外，應以汰舊更新的角度而非仁大工業區遷移的角度推

動專區，且汰舊更新的方式必須達到無縫接軌，當中可能涉及與地方政府、交通部、

港務公司、民眾之溝通便顯得更為重要。 

5. 在專區定位部分，考量到產業所能創造的產值、附加價值與就業機會，全世界 OECD

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放棄石化業的發展，台灣未來的石化業在當前的發展限制下

必須有自己的定位，但絕不是將既有仁大工業區的產業鏈遷移至專區，而是應該重

新規劃、思考未來台灣的產品定位，與下游市場貼近提升附加價值，未來地方及中

央政府在與民眾傳達的產業政策，是要以汰舊換新的角度，在降低既有的污染排放

量的前提下，提高產業的附加價值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深化與地方的連結。 

6. 由於專區議題涉及到內政部，交通部、港務公司等跨部會單位，未來台綜院除了協

助經濟部提出產業建言外，也將充分投入相關議題的前端研究工作做為政府及相關

單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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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騰耀執行長 

對石化業未來的發展，倘若政府沒有一個很好的策略規劃，恐將促成這個產業的逐

漸外移，產業一旦走出去以後要回頭便困難，因為石化業的市場是在國外而不是內需市

場，中技社舉辦石化專區的座談會，便是希望整合專家和產業的建議，提供政府機關在

訂定產業政策時的參考，以完成最後一哩路。 

後續中技社將更深入的討論石化產業政策、石化專區設置突破方式與藍圖規劃，針

對未來可能需要克服哪些關鍵、取得資源以及與相關單位之溝通，對象包含產業、政府、

甚至環保團體，瞭解各方需求和提出可行的作法，希望藉由各位專家的參與，勾勒出一

個完整的規劃案向政府獻策，再次感謝朱董事長、吳院長及各位與會的專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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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二「設置國內石化專區之突破作法」座談會座談會議紀要 

 

【時    間】104 年 05 月 21 日(週四) 下午 14:00~17:00 

【地    點】 財團法人中技社會議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陳寶郎董事長 台塑石化公司 

林聖忠董事長 台灣中油公司 

余騰耀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引 言 人】曾繁銘組長 工研院 IEK 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 

【與談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序) 

朱少華理事長 中國石油學會 

吳再益院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李啟志副總經理 李長榮化學工業公司 

林茂文顧問 

洪輝嵩組長 工業局民生化工組 

郭年雄顧問 台灣土地開發(股)公司 

陳思明組長 國營會第三組 

歐陽嶠暉教授 中央大學 

賴建信主任秘書 水利署 

謝俊雄總幹事 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公會 

顧洋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 

【與會人員】林猷治執行長 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 

黃國維副執行長 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 

黃順發副執行長 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 

林珂如處長 台灣中油公司企研處 

李肇晃組長 台灣中油公司企研處 

呂秀滿秘書 台灣中油公司總經理室 

詹政訓企控師 台灣中油公司企研處 

鄒倫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環境中心 

王釿鋊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許振邦顧問 台灣綜合研究院 

陳建緯所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王尚博組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陳依婷高級助理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劉致中經理 工研院 IEK 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 

許湘琴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楊智凱副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技社環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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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目標】研提推動與執行石化專區困難解決方案 

【引言重點】 

一、土地開發及填海造陸工程 

二、開發單位及權責 

三、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四、各項資源問題 

五、國外競爭對手 

【會議紀要】 

一、 主持人 

 主持人【台塑石化公司陳寶郎董事長】 

今日很感謝中技社余執行長、經濟部長官及各位在座的業界與學界前輩，於百忙中

前來參加中技社召開之石化專區座談會，希望今日與會者討論出的建議可作為將來政府

相關單位參考之用，對設置國內石化專區能有所幫助。 

自從 2014 年 731 高雄氣爆發生後，高雄市政府認為他們有責任建立一套安全設施

讓高雄市民得以生活在安全環境，但現存在高雄市的地下管線有其存在的背景與必要性，

若要完全降低其危險性勢必將設置石化專區，逐漸移除仁武大社工業區的管線，以達到

高雄市政府的要求。昨日(5/20)石化公會理監事會議在高雄召開，特邀請陳菊市長與多

位高雄市官員參加，高雄市政府對推動石化專區有善意的回應，因為目前社會氛圍已與

過去不同。以下我將向各位報告過去我對石化專區的一些瞭解。 

1. 石化專區地點必須先確定，且專區附近必須要有碼頭，方便運輸船隻進出。 

2. 大林蒲遷出作業必須由高雄市政府推動，土地必須由政府出面購買。目前國內石化

業界認為，由於設置石化專區時間長，廠商必須面對未來經濟環境變化、投資成本

等風險，且還必須解決財務問題，所以業者無法出錢負責遷村費用。 

3. 石化專區規模大小，將會牽涉後續大林蒲遷村、南星計畫及填海造地等議題，且還

要規劃專區與居民的距離。 

4. 設置石化專區必須思考水、電供應的問題。(1)水的部分：毛院長有提到將來新的工

業區開發，80%的用水必須來自再生水，雖然並未提及海水淡化，但我在推動國光

石化時候，我是持反對意見的。因為進行海水淡化不僅消耗很多能源，亦產生大量

二氧化碳，因此增加更多成本。但因為高雄是缺水地區，別說未來的石化工業區，

連眼前既存的工廠都遭遇限水問題。海水淡化並非唯一選項，必須需要思考如何解

決水源的問題。(2)電的部分：現在台灣要蓋新電廠是非常困難的，況且現在還有非

核家園推動委員會，且現在部分縣市將限制使用生煤，且國內約四成透過生煤發電，

之後必須思考專區的電要從哪裡來？ 

5. 污染總量管制議題是未來設置石化專區必須考慮的，今年 6 月環保署已實施高雄地

區污染總量管制，3 年內 VOC、NOx 等必須減少 5%，預計實施 3 階段，總共減少

15%。因此未來石化專區一定會被要求降低污染總量排放量。 

6. 石化專區內必須朝向生態工業區發展，專區內的能源、資源等應盡量共享，做到最

大程度的利用，且污染物(空污、水污)都要想辦法處理，專區內的產品必須高產值

產品。 

7. 投資者意願是高雄市政府最擔心的，因為業者考慮產品競爭力、計算生產成本(水、

電、租金等)，若在台灣發展條件不比中國大陸，那麼廠商不見得願意留下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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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中油公司林聖忠董事長】 

各位瞭解到石化產業朝向專區發展世界趨勢，如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韓

國，台灣對這部分的規劃較為落後。其實在高雄氣爆發生前業界內就有這樣的想法，只

是一直未真正落實，而石化專區是有存在必要性的。雖然中油公司只做上游產品，但若

下游產業沒辦法落實，那生產出的原料要賣給誰，這是我們最大的考驗。因此我認為石

化專區無論上、中、下游是息息相關的，大家都應該共同關切。 

 

 經濟部工業局洪嵩輝組長回應： 

行政院和高雄市政府有協議，共同成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成立高雄石化專區工作

小組，也設置要點逐步來推動，而且推動過程中亦邀請各界共同進行協商，以作為後續

石化專區設置的參考。 

 

二、 引言人報告 

主題：設置國內石化專區之突破作法 

綱要： 

1. 我國石化工業和產業趨勢 

2. 產業發展階段需要石化專區 

3. 建石化專區考慮因素 

4. 政府和業界共同努力建構石化專區 

 

三、 與談專家發言 

(一) 經濟部工業局洪嵩輝組長 

1. 目前已確認經濟部與高雄市政府雙方之工作小組及組織架構，預計 6 月底將由部長

及陳市長共同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2. 針對石化專區財務規劃的部分，將以開發工業區的方式進行處理，因此在未來規劃步

驟中，會與高雄市政府組成一個工作小組，展開基礎研究的部分，討論財務來源、石

化專區開發形式等議題。待上述問題皆釐清後才會進入第二階段，石化專區如何開發？

如何進行遷村？ 

3. 若要在南高雄設置石化專區，必須先解決大林蒲及鳳鼻頭遷村議題，若無法解決遷村

問題，後續石化專區亦將無法動彈。目前初步想法是透過國發會編列約 1,000 億元預

算，作為遷村經費之用，但牽涉預算經費龐大問題，將來將朝向在立法院設立特別法，

將石化專區開發等相關基金籌措辦法及細節皆訂定在特別法中，讓各項經費都有其法

源依據。 

4. 針對仁大工業區的部分，屆時工業區內的管線沒有了，高雄市政府也不會允許原先舊

的設備搬遷至專區繼續使用，石化專區之設置耗時約 10 年，在這 10 年間機器設備

大致都已折舊完畢，而原工業區將建議高雄市政府朝向類似都市計劃的方式進行利用，

石化專區將來絕對是利用新設備進行生產，至於未來將生產那些高值化產品，屆時石

化相關業者再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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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大學歐陽嶠暉教授 

1. 整體說帖內容宜更具體深化，如開發目的、開發規模，既有石化案的遷入替代率，以

掌握未來開發案可能增加的環境負荷。 

2. 立地位置除緩衝距離外，其方向、排氣亦可能對市區或內陸造成影響，因此立地條件

之具體對周邊市區的緩衝性、安全性、最多風向之空氣影響程度，都應要有較深度討

論。 

3. 環境友善性之增減，在既有石化廠之空、水、廢、毒、VOC、二氧化碳、苯之排放

量，就專區之規模在綠色工業下，其負荷量之加減或變化宜提出量化數據。 

4. 水源及電力之問題，除既有工業用水量、用電量之抵消外，宜從節水、節能下手，因

為目前水價便宜，導致用水浪費，若未來透過水價調整、節水措施或污水道普及等，

達到節水之目的，這部分需仰賴政府決心。例如高雄地區用水量年約 3 億噸，其用

水有效率僅 72%，其中 28%為無效率用水，若可在未來十年提升有效率至 90%，即

一年提升 1.8%；嘉南地區年用水量約 6~7 億噸，漏損率年約 30~40%，若可降低 10%

漏損率，即節省 6 千萬噸水資源。 

5. 原則上能透過就技術、高值化、綠色工業之考量下，而其規模以不增加環境負荷為前

提，建議未來開發應先讓一般人及環保團體有一個不是增加負擔的想法，並且是可以

給大家一種安心感。 

 

(三) 台灣科技大學顧洋教授 

1. 開發是否有其必要性？台灣為何要維持這樣的自製率？我認為開發的必要性除了取

代也要告訴大家我們真的需要。取代是最基本的，我們不能超過現在資源、污染總量，

還必須告訴大家為什麼台灣需要這麼多的乙烯，假設進口乙烯又會如何？石化專區接

受環評前可能會被要求政策環評，政策環評在 99 年有提一次，後來因為那一次的政

策環評完全以國光石化為中心，政策環評可以幫忙說明我們的必要性，如果用個案來

說明石化的必要性有時候是很辛苦的，人家會質疑你的立場。若以政策環評說明石化

產業產量的必要性，石化專區才有可能提出所謂的個案環評，因此我認為環評會經過

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要求做政策環評。 

2. 石化業相較於鋼鐵或電子業比較為保守，較少與外界溝通，造成外界大眾較難對石化

業有所了解。因此石化產業應積極溝通建立與外界的溝通管道，且溝通對象不只侷限

NGO，還包括相關領域之專家與學者，改善外界對石化界的印象，並爭取利害相關

者的支持。 

3. 建議在能、資源及污染排放管理應引進生態工業區理念進行開發。 

 

(四) 水利署賴建信主任秘書 

1. 依照氣候變遷研究分析，在未來情境模擬南部區域集水區：(1)梅雨降雨量有增加之

趨勢，總降雨日數大致上略有增加、(2)夏季降雨總量並無特定趨勢，但降與總日數

大致呈現減少之跡、(3)季風與總量大致呈現減少趨勢，降與總日數亦呈現減少情況，

依此模擬氣候變遷造成未來豐水期之流量變化趨勢較無一致情況，而枯水期則可能平

均減少 8%~10%之流量，對長期仰賴川流取水的高雄市如何穩定供水形成挑戰。 

2. 水利署 102 年盤點大高雄地區需水狀況：需水量 161 萬噸/日、豐水期供水能力約

226~245 萬噸/日，然枯水期供水能力僅在 135~169 萬噸/日間，尚有不足。另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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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署補助高雄市政府辦理的研究顯示，民國 110 年需水量達 188.2 萬噸/日，並有 39.3

萬噸/日的供水缺口。總體而言，豐水期高雄地區供水量較無慮，但是枯水期常有缺

水威脅，不利民生與產業永續經營。 

3. 為解決高雄用水問題、水利署提出多元化供水方案，除了持續辦理自來水減漏工作將

目前漏水率 14.7%再降低之外、東港溪水質改善、伏流水、再生水及高屏大湖工作

都是必要的。有關目前臨海、林園、大發、萬大工業區用水量水源來自東港溪-鳳山

水庫供水系統，至於仁武、大社工業區其用水則來自高屏堰取用高屏溪。 

4. 今年行政院通過「建構智慧管理之水資源政策」，未來將朝向「節水循環社會」前進，

目標為工業用水零增自來水、工業部門提高水循環使用回收率不足部分以廢汙水再生

利用補充，形成自主回收之獨立用水系統，並訂定一般工業區用水回收率由目前 69%

提高至 80%，全國再生水利用至民國 120 年將達 132 萬噸/日。 

5. 「設置高雄石化專區」用水策略，可優先考量東港溪既有水源改善、東港溪水源潛能

約有 39 萬噸/日，現況抽用量為 35 萬噸/日，惟東港溪水質氨、氮含量過高，若能利

用高屏兩行政區合作關係，將東港溪水質改善，將可減少目前使用東港溪水源四大工

業區水質處理成本。此外，針對規劃中的石化專區可優先區內自體回收水量再利用外，

高雄中區汙水廠一級處理排放水量如何利用為高雄市政府與水利署關注問題，若能於

適當地點截流，45 萬噸排放水，以產水率 50%，約可產製 22.5 萬噸再生水；至於

海淡廠方面，高雄市政府過去曾提到使用於南星計畫，以高雄沿海地區密集設置海水

淡化廠後鹵水對海域的影響，及能源與水資源間衡平關係需再分析。 

 

(五) 台塑石化公司陳寶郎董事長 

1. 過去國光石化接受環評時便被質疑有無必要再蓋這樣的工業區？國內乙、丙烯有外銷

嗎？即便乙、丙烯不需要出口，若只進口少部分乙、丙烯，是否可以進口取代即可，

為什麼還需要蓋工業區？這也是在國光石化時期，石化業難以招架之處。同樣的問題

也會出現在石化專區，我們應該再思考是否有設置專區的必要性，而非只是應付環保

團體、社會各界的質疑。石化專區不要為了做而做，我們還是要很務實的思考這件事。 

2. 目前台灣不管是學界(化學、化工)都不是很瞭解石化在做什麼、專家溝通有所欠缺，

將來應加強對外溝通。 

3. 目前工業區的目標是要將工業區內的工業用水排放盡量回收再利用，以麥寮工業區為

例，即便麥寮工業區做到 90%工業用水再利用，但水資源還是不夠用，因為麥寮工

業區需要 28 萬噸/天，而海水淡化後的水，其含銅濃度會提高，當然海水本來就有銅

的成分，並非我們製造的，這部分會在環評時說明清楚。因此未來若有辦法將自來水

漏損的部分節省下來的話，說不定可以不用做海水淡化。 

4. 未來要讓環評順利通過的前提是不要增加環境污染，因為增加環境負擔是很難被大眾

接受的，包括不能再增加 VOC。當然有工業區就一定會產生 VOC，屆時石化專區會

使用最好的設備及最進步的技術將 VOC 降低。 

 

 主持人【中油公司林聖忠董事長】回應： 

1. 先前顧教授提到石化專區開發必要性的問題，這是比較根本的問題，要說服大家有設

置石化專區的必要，當然需要依靠政策、環評來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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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還需要考慮稍微上位的問題，如何說服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意石化專區的設置，其

中包含國土規劃、產業園區的規劃、如何監督開發單位等。 

3. 洪組長提到透過國發會編列開發基金，至於將來操作模式要如何進行，財務規劃要為

何，都需要再思考。 

4. 至於遷村是否有安置計畫，如無妥善安置計畫，遷村勢必無法成功，這些問題必須走

在環評之前。希望藉由今天的座談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共同思考，提出建議。 

 

(六) 台灣土地開發(股)公司郭年雄顧問 

1. 本案開發涉及經濟部的產業創新條例，內政部的都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海浦開發

管理辦法，環境署的環評法等，若要加速審理，中央跨部會的橫向整合，以及中央與

地方的合作，因此行政院必須出面主導本案，方能簡化相關程序。過去六輕、台南科

學園區的開發都有一些經驗可以參考，重點是政府的決心。 

2. 環評審議的制度若能集中心力在解決問題，如此環評將不是發展的阻力，反而是助力；

當然全部依賴前置規劃與溝通的信念。 

3. 在正式進入整體規劃時，建議應先展開初步規劃，將相關限制條件先行評估，並將開

發單位的「角色」、「組織」及「方法」先做初步考量，然後再全面推動相關工作，如

此方能有事半功倍之效，且在開發上可有較鮮明之輪廓。 

4. 若問廠商進駐意願，廠商可能會對進駐時間與土地價格(或租金)有疑問，但是目前已

實施的國有土地取得的市價化之可能影響，以及填海造陸的土地改良費的抵稅比例等，

都是將來要考量的問題，亦會影響石化專區之成敗。 

 

(七) 國營會第三組陳思明組長 

1. 由於本案若屬於政策之必要性，建議應有初步的可行性規劃，有了初步數據後方可聚

焦進一步探討其他議題。 

2. 針對大林蒲遷村問題，其實問題在於沒有單位願意作為需地機關，若有單位願意擔任

需地機關，那麼遷村問題就容易解決。以紅毛港遷村為例，當時需地機關應該為高雄

港務局，並由高雄市政府協助處理。此外，遷村遷涉事項繁雜，如幽靈人口遷入等，

因此實務面來看，需要地方政府在遷村議題共同協助，否則遷村問題恐將耗費多時。 

3. 地方政府必須對外公開說明願協助石化專區之廠商通過環評，方才解廠商認為地方政

府不友善之印象。 

 

 經濟部工業局洪嵩輝組長回應： 

高雄市政府過去已多次明確表示，不可能擔任需地機關，因此未來將朝向開發

工業區模式處理，利用開發基金將用地買下。 

 

 主持人【中油公司林聖忠董事長】回應： 

關於需地機關，當初有向部長建議，由中央政府擔任產業規劃的主管機關，高

雄市政府協助完成相關行政程序，需地者為業界，如此三方相互結合，那麼石化專

區設置才具體可行性。其中最大變數是遷村、安置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將

來石化專區用地亦一併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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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李長榮公司李啟志副總經理 

1. 將開發案與相關機關團體產生互利互惠，則可行性便可有所提升。如規劃高屏大湖用

地面積約 700 公頃，準備挖掘約 12 米深度大約產生 6,000 萬平方米的土壤，可作為

未來填海造陸的來源，同時亦可說服高雄市與屏東市在高屏溪兩岸可產生休閒遊憩的

新觀光景點。另 2009 年 88 風災帶來相當多的土崩，也可利用這些土壤作為石化專

區填海造陸之用。 

2. 另技術方面亦須克服，在進行填海造陸時，雖然基樁可打在岩層上，但控制室或小型

轉動設備一般會放置在填海後的陸地上，因其沉降速度不一，恐將造成工安問題。 

3. 在填海造陸的財務成本上，若按中國大陸過去填海造陸費用換算，每公頃大約花費

1,100~1,500 萬新台幣，但因為中國大陸進行填海造陸進度快速，且相對成本便宜，

我認為是有其風險存在，但還是可作為台灣石化專區參考之用。日後石化專區若真的

要進行填海造陸，應該須考慮花費成本外，還必須留意其他風險。 

 

 主持人【中油公司林聖忠董事長】回應： 

過去也曾提過要利用土崩的土壤來進行填海造陸，但最大的問題在於要如何將

這些土壤運出山區，若解決這個問題，那麼這些土壤可作更有效率的運用。 

 

(九) 台灣綜合研究院吳再益院長 

1. 對於環評問題，由於設置國內石化專區之個案環評，將會面臨石化工業政策環評，其

內涵包括如何引述國內石化專區之落腳、石化專區可能帶來的營運規模、未來對環境

衝擊影響多大、甚至是與既有的仁大工業區之間關連性為何？ 

2. 在高雄氣爆後，國內石化專區設置在其設置目的及時間上皆有急迫性，其中在財務資

金方面可能是首要問題。但資金來源若論及國發基金、港務基金的可能性不高，因此

還是要回歸到工業區的開發基金，才具可行性，未來建議可就此開發基金之作業要點

上，可有其他突破性的看法。另廠商進駐意願亦為未來石化專區開發成功與否主要因

素之一，因此可在初期便向業者發放意向書，並要求業者繳交部分資金，共同分擔機

會成本，藉此得知廠商進入專區的意願程度。 

 

(十) 石化公會謝俊雄總幹事 

1. 政府應扮演什麼角色，依國外經驗來看，如果沒有政府主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經

濟學家說，石化工業發展政府的角色應是育成者、護士、教師的角色。 

2. 先前提到向業者收取訂金，讓業者共同承擔機會成本的構想，目前業界可再討論其可

行性。另中國大陸在石化專區的開發，是全部由政府(地方及中央)主導下進行，之後

再轉租給石化投資廠商，若無政府輔導，石化專區是無法成立。其中石化專區經費來

源是由政府編列預算，而石化建設公司向銀行借款。 

3. 港口與碼頭是石化專區重要的一環，都需要在政府規劃與建設下完成。環評之辦理與

如何達到要求，也需要在政府主導下實施，至於石化專區預定地內原有居民遷移問題，

亦須在政府主導或輔導下方能克服。 

4. 以馬來西亞煉化一體石化中心為例，充分突顯政府扮演的角色，馬國便是由總理主導，

馬國政府為此編列 120 億美元之石化專區預算，在動工初期便向全球主要石化企業

招商。由於石化專區位置選擇是政府重要考量，思考重點除前述港口設備外，尚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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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陸路交通、供水、供電等，廠址之整備非個別企業所可以負擔的，因此石化專區

之選定應由政府國土規劃而得。 

5. 台灣是否需要設置石化專區?由於台灣人均乙烯消費量世界第一，包括外銷在內，若

扣除 70%外銷部分，內銷乙烯自給率高達 160%，因此必須要有很好的論述，否則

無法說服大眾。 

 

(十一) 石化高值化推動辦公室林猷治執行長 

1. 石化高值化的目標是要達到產品附加價值率大於 30%，但重點在於推動石化產業高

值化，如 R&D，因此未來石化專區應該不只是石化業者，尚包括研發中心等，應該

上中下游集中在石化專區內。 

2. 高雄市政府會希望設置石化專區可以提升其高雄就業率，但其實傳統石化業由於已全

數自動化，可帶動的就業效果有限，因此我們應該開發下游的出海口，這也是石化高

值化的目的，將下游產品一併規劃在石化專區內，如此才可以讓高雄市政府與當地居

民有較高的接受度。 

 

(十二) 中國石油學會朱少華理事長 

1. LPG(含 C3、C4)管線長途運輸違反基本工安原則，如 CH4、NG 長途運輸每 30 公

里必須設開關閥與排氣塔，所以石化專區為唯一必要之選擇。 

2. 石化專區必須要由政府主導，包括土地取得、公共工程、道路碼頭、供水問題等。此

外，石化專區必須要有一個龍頭企業的參與，如長興島石化專區(中石化)、連雲島石

化專區(中石化)、古雷石化專區(中石化)、RAPID 石化專區(PETRONAS)、裕廊島石

化專區(Exxon Mobile)。 

3. 若選擇大林蒲作為石化專區，台灣中油勢必要擔任龍頭企業的角色，惟國營事業在現

階段諸多法令束縛下，恐難接受此委任。 

4. 大林石化專區的優點：(1)已具有充分且完備之煉油設施，所以僅需要發展石化部分

即可、(2)可以小港工業區及鳳山為界，所以不需要綠帶、(3)有充分的良好的港灣與

碼頭。 

5. 大林遷村問題，根據過去民調，超過 70%的居民贊成遷村，所以阻力應該不大，惟

考量居民心理及感受，必須要有明顯利益成為誘因。另遷村的基礎必須是以物易物，

絕對不可以人為基礎 

6. 我們必須創造一個有感動，能形成共識的說詞，讓設置石化專區帶來願景。且民眾關

心的議題與政府/企業關心的議題大相逕庭，例如就民眾而言，關心薪水 22K 優於

GDP、關心 PM2.5(造成肺腺癌)優於燃料成本、關心工作機會優於工廠規模、關心環

境綠化優於工場產能。民眾關心的議題，如健康、收入、就業、財產及環境，應該充

分討論，有效溝通。 

7. 商人無祖國，企業無國界。在全球化策略下，企業家永遠朝向經濟效益最高的方向前

進及地方移動，所以設置石化專區之重責大任絕對不是石化業界的責任，只有大有為

的政府設置具有誘因的石化專區，吸引石化業界，才能創造台灣的石化經濟，所以我

們千萬不要期望錯誤、方向錯誤、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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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林茂文顧問 

設置國內石化專區之前提是要解決土地、水、空氣與安全距離等基本問題，惟建構

石化專區應考慮下列四個因素： 

1. 經營管理模式：設置石化專區並成立專責機構，中央立法監督，由地方政府檢查監理，

業者自行維護，以三層架構式進行處理。另，關於專區的選擇、財務規劃、土地規劃

等，應由中央來處理這方面的議題。 

2. 價格/成本競爭力：應積極發展非傳統石化進料來源，如甲醇(MTO)、乙烷(裂解)、凝

結油等，並引進相關技術，在台灣生產具競爭價格之乙烯、丙烯產品，且政府可設立

獎勵投資優惠措施，提供業者具成本競爭力之投資環境。 

3. 石化高值化：如 2012 年石化業生產毛額僅 2,404 億新台幣，對 GDP 的貢獻 1.6%，

加上中下游占 GDP2.6%，要如何利用對 GDP 的貢獻度說服外界，長期而言還是要

發展石化高值化產品之料源，結合國內外業者之專利技術，積極拓展石化高值化衍生

物。 

4. 外銷競爭力：建議政府應加速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如 ECFA 貨品貿

易協議、RCEP、TPP 等，以降低進出口貿易障礙，提升我國石化產品外銷競爭力。 

 

(十四) 台灣中油公司事業部黃順發副執行長 

1. 政府是否能夠支持石化業發展，如韓國石化業就是有政府的全力支持，使得他們得以

從 2000 年後能持續的發展。 

2. 在環評過程中，其實部分委員針對新三輕對環境改善的內容不太清楚，待新三輕建造

完成後前去參觀，才發現現在新設之石化廠與十幾年前建造石化廠是完全不同的，所

以未來應增加與環評委員及教授溝通。 

3. 欲推動高值化發展，無論是依靠業者自行開發或向外取得技術都是不容易，需視業者

是否有決心要發展高值化技術。 

 

(十五) 石化高值化推動辦公室黃國維副執行長 

1. 目前在高雄的石化廠做出的原料多半是北送進行後續塑膠加工，僅少部分留在高雄進

行加工，對當地就業率不具顯著性之正面效益，致使當地民眾對石化業不能產生情感

與共識，建議未來推動石化專區應盡量與地方政府及民眾有所連結， 

2. 針對石化業要增加與外界的溝通，目前工業局已在高雄市 R7 成立勞教中心，讓當地

大學紡織相關學系的學生可以共同參與，從中了解原來身上穿的衣料及鞋子等都是從

石化品發展而來的，原來在高雄石化廠產出的石化品也可以發展成為創意產業。 

3. 高雄市政府目前最擔憂的事情是，日後石化專區設置完成，但業者沒有能力或意願進

駐，將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十六) 工研院 IEK 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曾繁銘組長 

1. 政府應該站出來在政策上、立法上、財務上，偕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設置石化專區。 

2. 石化業者必須齊心協力向政府發聲需要發展石化專區，日後才能在發展石化專區有

正當性，如研發高值化技術，發展綠色高值化產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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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工作小組必須準備說帖向外界，包括民眾、學者、環保團體等，說明設置石化

專區不僅有助於減少碳排放量，並且亦對提升產值、生活福祉、就業率等有所助益。 

4. 目前經濟部與高雄市政府已成立推動小組，未來可將大家的意見及歷次開會結果放

入，由幕僚小組提供資料，逐步落實石化專區計畫。 

 

四、 主席結語 

 主持人【中技社余騰耀執行長】 

設置石化專區可能是對未來石化業最佳之發展方式，因此中技社規劃座談會之初，

將相關議題分為三部分進行討論，最後亦將歷次所得結論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中技社

三次座談會規劃方向如下， 

1. 前次座談會是借鏡國內外石化專區做法與優勢，作為我國未來石專區設置之參考。 

2. 本次座談會主要針對石化專區的設置位置、定位、內涵或可能遭遇的問題等議題，請

各位與會專家提供想法與意見。 

3. 第三座談會將聚焦在石化專區規劃藍圖上，主要是收斂前兩次座談會得到的想法及結

論，討論日後石化專區內生產的產品為何？需要多大的空間等。 

 

 主持人【中油公司林聖忠董事長】 

今天是中技社召開第二次座談會，非常感謝各位專家的參與及意見的提供。其實設

置石化專區成功與否，在於政府的決心及政府角色的扮演。尤其在設置石化專區先期規

劃中，必須確立設置專區之必要性，是否要做政策環評。除此之外，還需要制定開發模

式、確定需地機關、與地方政府合作、規劃完善之遷村計畫等。 

此外，規劃設置石化專區是一項產、官、學大型共同合作計畫，產業部分在陳寶郎

理事長帶領下，產業間凝聚設置石化專區之共識，並透過工研院等相關單位努力官及學

的部分，共同完成設置石化專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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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三「建構石化專區之藍圖」座談會座談會議紀要 

 

【時    間】104 年 08 月 05 日(週三) 下午 14:00~17:00 

【地    點】 財團法人中技社會議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吳明機局長 經濟部工業局 

潘文炎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引 言 人】林茂文顧問 財團法人中技社 

【與談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克舜副總經理 台聚集團 

朱少華理事長 中國石油學會 

余俊彥董事長 中鼎工程公司 

余騰耀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呂文芳特助 東聯化工公司 

李啟志副總經理 李長榮化學工業公司 

林聖忠董事長 台灣中油公司 

洪輝嵩組長 工業局民生化工組 

許榮輝副總經理 和桐化學公司 

陳志昕特助 聯成化學公司 

陳思明組長 國營會第三組 

陳寶郎董事長 台塑石化公司 

蕭丁訓董事長 台灣港務公司退休 

謝俊雄總幹事 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公會 

蘇士光總經理 長春石化公司 

【與會人員】林猷治科技專家 經濟部技術處 

李世陽執行長 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 

黃國維副執行長 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 

林珂如處長 台灣中油公司 

何志成先生 台灣中油公司退休 

曾繁銘組長 工研院 IEK 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 

鄒倫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環境中心 

王釿鋊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許振邦顧問 台灣綜合研究院 

陳建緯所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王尚博組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丁俊元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郭博堯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許湘琴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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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目標】提出我國未來石化專區藍圖內容 

【引言重點】 

一、專區藍圖產品類別及產能構想 

二、專區區位選擇 

三、土地面積需求 

四、開發費用及可行性 

【會議紀要】 

一、 主持人【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 

  石化專區的設置在國內過去一直努力想推動，20 年前曾經針對屏東南州糖廠大約

3,000 公頃的土地進行深入規劃，當時已深入至港口設計，但終因地方縣長反對而擱置。

此後又選定嘉義東石外海，並與當時縣長簽訂備忘錄，由蕭萬長院長推動，但因選舉失

利下亦無法成案。最後才決定在彰化大城推動，民進黨執政時期行政院包含蔡英文副院

長均予支持，然而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亦沒有推動成功，成立石化專區的案子便持續延宕

至今。 

  石化產業產值過去占製造業產值超過 30%，2014 年石化產業（包含上、中、下游）

也仍占製造業 29.7%產值，高雄氣爆事件後不斷有要求石化業關廠的呼聲，但是在當前

的經濟條件下台灣不能沒有石化業。氣爆事件後地下管線穿越市區的問題確實存在工安

風險疑慮，但應該將既有業者安置在新地區成立石化專區，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中技社考量到國內經濟及產業發展，希望透過持續的討論研議出石化專區未來發展

藍圖，提供政府作為施政參考依據，並希望可多列出一些廠址選擇，至少有一個先期規

劃依據，讓石化業及政府未來能夠回歸務實考量，進行做綜合性評估與決策。 

 

二、 引言人 

主題：建構國內石化專區之藍圖 

綱要： 

1. 專區藍圖產品類別及產能構想 

2. 專區區位選擇 

3. 土地面積需求 

4. 開發費用及可行性 

 

三、 與談專家發言 

(一) 台塑石化陳寶郎理事長 

1. 石化專區區位探討： 

(1) 首先由區位來看，第一是南州糖廠，南州糖廠地點相當不錯，也因此過去八輕即

選定在南州糖廠作為預定地，土地面積共約 3,000 公頃，當中有 500 公頃為炸射

場，但終究無法推動，原因為何？2003 年時個人擔任中油石化事業部執行長，當

時已努力爭取到炸射場正式遷移的程度，且屏東縣蘇前縣長也已初步同意，但因

2004 年總統大選連任壓力的考慮下，選擇選後再行討論，在蘇前縣長入閣後便無

下文，因此未來專區的推動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縣長同意，倘若要以屏東為位址

仍需尋求現任潘縣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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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是高雄市（大林蒲地區、南星計畫區及部分第三港區），高雄市推動專區可行

性較高，加上位於港口旁邊，面積也還算可以，而且高雄市政府也希望石化專區

能夠盡快成立，以期切斷穿越市區的地下管線，由於 86 條石化管線倘若立即斷

管可能使高雄石化業面臨嚴重打擊，因此市府會希望可盡快選擇一處將廠商遷走，

以解決地下石化管線問題，也因此管線自治條例變成落地條款，但因大林蒲遷村

的議題很困難，遷村之壓力會由市政府面對而非經濟部，市府表達與市民共同決

定，其實是在閃避石化專區的問題，但是市政府又認為石化專區是唯一可把地下

管線解決的方法。 

(3) 第三是雲林離島工業區之新興區，這部分在簡報內容中已有提到，新興工業區土

地一直無法有效招商，雲林縣政府環保要求十分嚴格，當初國光石化曾規劃在新

興區設廠，但土地面積太小，還需要再購入魚塭地、及外海填海造陸，當初如果

本案挑選這個地方國光石化所面臨到的困難也將再度面對，因此我認為機會不

大。 

2. 進料選擇： 

(1) 未來國內石化業可能仍需偏重輕油進料：台塑石化在麥寮主要使用輕油做進料，

美國廠則是以乙烷為進料，兩者所生產之乙烷成本相差甚大，乙烷目前約每噸 136

美元，輕油則為每噸 482 美元，差距已比較接近，但儘管如此，在美國賣的乙烯

價錢還是比台灣便宜約 200~300 美元，台灣雖然也有從美國進口乙烯，但運費太

高、運送時間太長，不見得划得來。亞洲地區不產大量乙烷，由美國進口乙烷當

進料，或是直接進口乙烯都不划算。台灣要蓋石化廠還是要蓋輕油裂解廠，以台

塑石化為例，台塑石化麥寮廠，以輕油為進料可產出 32%乙烯、16.5%丙烯、丁

二烯 4.5%，美國廠以乙烷為進料則可產出 80%乙烯、丙烯僅 4%、丁二烯只有

1%，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台灣的進料可能還是沒有什麼選擇，還是以輕油

為主，並搭配夏季 LPG 價格較低時作為進料。 

(2) 乙烷為進料需考量運費：台灣未來要以乙烷作為進料的機會不大，主要原因是成

本太高，美國的乙烷大部分需由東岸出口，要運到台灣需經巴拿馬運河，而巴拿

馬運河的船最多僅容納 8 萬噸，因此從美國運回台灣的乙烷成本每噸至少在 300

美元以上，划不來。 

3. 土地面積：工業區土地面積不能太小，石化專區若要設立於高雄港邊，高雄港周邊還

有多大的土地面積可供利用就要一一點出，並且再和高雄港務局（現為台灣港務公司）

協調將整個藍圖進行規劃，這些都得再進行協調，港務公司應應也有他們之考量，我

們由乙烯工廠開始，一直做到石化下游，加上辦公區、儲槽空間、海水淡化廠，這些

需求面積加總土地面積會相當大，現在看起來第三港區外海的 400 公頃已很勉強，

對照現有林園工業區，中油 99 公頃占林園工業區 299 公頃剛好三分之一，如果石化

專區總面積較林園工業區大一些，會比較合適。 

4. 水資源問題及高值化：目前普遍性的問題是缺水，興建海水淡化廠已是趨勢，無論

NGO 團體、學術單位都在討論，台塑麥寮也正在興建海水淡化廠。有人提到將來石

化專區投產之產品必須高值化產品，不能再生產像現在一樣一般性之石化品，例如

PE、PP 等等，但必須思考的是乙烯在全世界大約有 55%用來做 PE，這麼高比例的

乙烯在做 PE，現在若提出不做 PE 要改做高值化產品，如果規劃生產什麼石化產品

必須把乙烯、丙烯、丁二烯之生產量與消耗量作平衡，乙烯用得完嗎? 

5. 開發費用及可行性：成立石化專區困難度本來就很高，但業界會不會去投資卻仍是未

知數，因為業界投資進駐，通常會考量投資條件、未來的競爭力等，投資的產品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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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年 10 年後仍具有競爭力，規劃的石化專區，各種條件是不是比國外好?在現階

段一切都還不確定的情況下，要求業者拿錢出來解決土地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未

來專區用地取得其財務支出建議由政府處理。但現階段開發主體，到底是經濟部、高

雄市政府還不確定？開發主體確定之後才有辦法編列預算。 

6. 環保問題：環保方面是我們最擔心的議題，高雄市目前已開始推動污染總量管制，各

污染物 3 年之內要降低 5%，現有工廠也必須減量，而且環保署也已講得很清楚，現

有工廠如果關閉，其排放許可權是會被收回的，許可排放量不是給你替代使用而是收

回，未來的石化專區，排放許可量要從哪裡取得？以石化專區來說，唯一的可能配額

就是來自仁武大社工業區移到石化專區，因為那個時候高雄市政府必定會切斷仁武大

社的石化管線，逼廠家到石化專區投資。 

 

(二) 台灣中油公司林聖忠董事長 

1. 盤點台灣從北到南過去曾有 11 處可能作為石化專區廠址的地方，代表可以規劃專區

的地方還是有，但是否能做得了是另一個層面的考驗，對中油公司而言，我一直認為

未來的發展是取決於石化專區，有了石化專區未來才能繼續成長，欠缺這部分的話未

來泛中油體系的廠商慢慢就會外移到別的地方，未來中油公司立足發展的石化產業可

能會越來越辛苦，也因此中油也一直持續向每一位部長呼籲儘早規劃石化專區。 

2. 去年在發生氣爆事件後，國內整體局勢有一些改觀，演變為管線安全議題，管線安全

可能是高雄首要顧慮，而管線安全的問題正好突顯出石化專區的必要性，剛剛提到的

地下管線自治條例草案的立法可能使專區耽擱，但由於這是一個法規程序及主管權的

問題，我希望這部分不要影響到石化專區推動的進度，事實上整個法規的爭議主要牽

涉到中油總部是否南遷的議題，其他包含收費管理等，業界不會有意見也不得不配

合。 

3. 今天的會議由吳局長主持，我們希望政策面的部分大家能夠再有更多探討，因為上面

政策面的問題倘若無法定案，後續可能就無法討論；上一次與全國工業總會的座談會

中，當時政府機關的答覆是提到，行政院已同意成立國發部會的工作小組，獲得高雄

市政府共識，因此經濟部在 3/27 核定高雄石化專區工作小組設置要點草案、組織架

構與任務，4/20 與高雄市政府確認最快 5 底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我想這（中央與

地方溝通）是最重要的，因為整個專區規劃，在地方有地方政府的權責，中央政府也

需有專業性及產業主管機關的必要性規劃，目前雙方總算有一些共識。 

4. 目前積極落實的專案小組工作部分，我們希望這個專案小組可儘早啟動，以讓業界後

續有所依循與配合，特別是中油公司可以主導一些產業的需求，將來規劃不至於因沒

有需求而空在那裡。 

5. 假設今天有石化專區的政策需求，我們希望中央地方兩個政府可以排除困難，包括自

治條例等引起的偶發性的衝突等，儘早讓石化專案小組上路，而需要業界配合的部分，

倘若有需要中油公司扮演角色之處，我們也將盡力配合（如需地單位等問題），畢竟

高雄市政府所擔心的財政問題，由於遷村涉及動輒上百億經費，當然百億的支出不會

沒有回收，只要有適當的財務規劃慢慢都會回收，而其中涉及工業區的開發議題，工

業局亦相當有經驗，因此我們期待政策面的部分能夠落實。 

6. 基地的部分，台綜院已整理出幾處可做選擇，大林蒲這部分與洲際二期、大林廠、林

園廠較近，以地利來說最為首選，但政府倘若有其他規劃我們也將配合。其他部分如

產品、原料、市場、技術等層面的議題都是較下位的議題，涉及個別公司的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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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將來已有石化專區的規劃，再讓業界提出需求、落實高值化的投資及遷入，至於財

務規劃部分及需地部分，中油公司會盡力促成以讓本案能在工業局推動下儘早落實。 

 

 主持人【工業局吳明機局長】回應： 

1. 誠如中油公司林董事長所提到，原先預計 5 月召開跨部會與高雄市政府共同舉辦溝

通會議，但由於今年上半年石化業面臨的總量管制、禁燒生煤等議題，再加上高雄

市政府提出地下管線自治條例，整體氛圍可能還不適宜召開協調會議，因此雖然高

雄市政府（討論專區相關事宜）的意願非常高，但由於專區議題十分複雜，目前我

們仍努力與高雄市政府進行接洽。 

2. 用地部分，大林蒲鳳鼻頭倘若未妥善處理第三港區可能也無法順利推動，因此後續

大林蒲鳳鼻頭若能推動成功，第三港區才有擴充的空間，這部分將來才能一起搭配。 

3. 開發方式部分，經由過去幾次討論中倘若以目前政府的法令制度可能無法推動專區，

除非未來類似桃園航空城能有特別條例（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將來專區沒有特

別條例大概無法起頭，因為其中涉及到開發主體，以目前政府的財務狀況下可能不

足以支付這一筆經費，而後序的財務籌措、用地規劃、都市計劃變更等，在現有的

法定下可能阻礙較大，這也是我們規劃的方向。 

 

(三) 中鼎集團余俊彥董事長 

1. 石化專區一體化設計： 

(1) 呼應專區發展一體化的部分，因為這部分和工程設計較有關，過去大社、林園甚

至大發工業區，大都是分期興建這些工廠，因此很難做到一體化的規劃，倘若未

來同時一體化規劃，第一較容易進行規劃，第二專區能夠達成能源節省、效率發

展的目標，管線設計、能源系統的建立、人流、物流、動線、上下游工廠配置、

隔離帶的設計也較能兼顧，這些都是打造生態工業園區的重要元素，現在石化輸

儲主要位於前鎮，以後更可能是大家共同處理。其他如集中式的水塔、鍋爐蒸氣、

工業氣體等，這些都可在（規劃設計時）一起考量，例如：集中式的廢水處理、

水資源回收、廢棄物處理等，尤其專區與大林蒲很近，大林廠的部分過剩的氣體，

則可以再做循環回收，這些設計都將節省石化專區的天然氣使用量。 

(2) 此外，現在國內各個工廠都各自維修，未來專區維修系統、消防系統也可互相支

援，減少投資成本，規劃設立一個維修中心來支援整個工業區。在資料儲存部分，

工業區內許多不同的製程、單元、編號表達方式都不一樣，其實未來也可考慮建

立出一個通用的 centralize data bank，這樣以後維修、營運都會更為方便。 

2. 工業 4.0 觀念的引進：未來如何將物聯網、巨量資料（big data）等新的工業趨勢

引進，發展物聯網需要裝 sensor，目前我們也已與一些業主共同努力將自動化變

成智慧化，許多舊廠倘若連 sensor 都沒將無法連結這些資料就很困難，未來(專

區)就是很好（切入工業 4.0）的機會。 

 

 主持人【工業局吳明機局長】回應： 

有關石化專區規劃內容應該包含的元素，除了生態園區將來更有可能是生態智慧園

區，將工業 4.0、大數據這些發展趨勢同步考量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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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部國營會陳思明組長 

1. 儘管石化專區有再好的效益與優點，若無適當的廠商興建，充其量僅是一個好的規劃

案。 

2. 有關方案一高雄南區仍依賴高市府的態度而定，至於方案二台糖南州糖廠的土地則已

有變動，資料上是 2,358 公頃，目前則是 2,384 公頃，現況如下： 

(1) 興華農場面積 718.24 公頃 

(2) 大響營農場面積 589.27 公頃 

(3) 昌隆農場面積 459.30 公頃 

(4) 太源農場面積 617.91 公頃 

合計2384公頃，使用分別為配合農業政策之造林地1,604.04公頃(占67.26%)，

自營用地 23.42 公頃，出租農地 640.42 公頃，休閒地 6.03 公頃。使用分區一般農業

區 1386.19 公頃，特定農業區 718.24 公頃，山坡地保育區 10.36 公頃，鄉村區 0.91

公頃。公告地值約 101 億元。未來土地的取得仍有賴相關單位 (含農委會、台糖公司

等) 通力合作。 

3. 特定農業區部分在農業政策上不得變更，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輕易變更，而一般農業

區的土地大約 1,000 多公頃，及山坡地保育地等，這個部分如果要用徵收方式可能性

不高，在內政部小組審議階段就公益性、必要性考量下絕對過不了關，因此徵收目前

困難度是非常高。 

4. 所有公營事業土地均非國有地而係私有地，其所有權屬公司 (法人) 而非政府，雖然

面積適合但困難還是很多，台糖公司還須經過董事會、民股及各部會代表，對於釋出

土地部分已和過去時空背景不同，是從嚴審查決不會輕易放手。 

 

(五) 長春石化蘇士光總經理 

本報告已將選地及相關議題點出，包括石化專區未來進料的多元、產品優化組合、

生態園區等；要打造一個有競爭力的石化專區、永續發展基本要納進來的，全世界也是

一樣都朝此方向在努力，因本規畫案也是規劃出這樣的結果出來，未來如果有一個這樣

具競爭的石化專區，任一家國內外業者都會考量自己的需求規劃產品進駐。 

1. 區位選擇： 

(1) 高雄地區：行政院目前要與高雄市政府包括經濟部、工業局成立專案小組，高雄

的部份我們較擔心遷村問題，高雄其實缺水、缺電，未來還有環評的問題需克服，

這些都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況且該區域接近高雄市區，以現在的氛圍，只要任

何一家廠商出問題（發生工安、環保問題）都會演變為整個區域的(相關業者)問

題。 

(2) 雲林離島工業區：雲林縣政府對離島工業區以過去的經驗反對非常厲害，其實任

何一個地方政府倘若沒有相對應的貢獻都會反對到底，雲林離島工業區過去分成

麥寮、海豐、新興、台西、四湖 5 個區域，整個工業區有總體的環評量，包括用

水量，除了麥寮區以外，其實台西、新興區等處還是有一些剩餘（排放）量存在，

再加上屬於離島式工業區，所以如果能夠妥善溝通，加上隔離水道、遠離市區，

以及原來核定的配額量，扣除麥寮其他三區的環評配水、配量，未來或許還有努

力的機會。 

2. 石化專區仍有待克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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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土政策未明：近 20 年石化專區設立所遇到的問題，以目前的進行方式可能還會

繼續重蹈覆轍，工業局、經濟部無論任一個區域只要對經濟發展有助益雖然都予

以支持，但是由於國土政策不明，且也非經濟部或工業局的權限，會使石化專區

無法有明確輪廓。 

(2) 環評制度有待突破：現行環評制度並非不好，未來當各個團體皆能進入環評會議

中，溝通會比過去更加困難，並非這些反對團體表示的意見是錯誤，因為其立場

就是要求乾淨環保，問題在於政府應廣納各界意見，再進行整體綜合評估，而非

由環保決定，環評的決策單位可能是未來需要突破的。 

(3) 政府單位意見無法整合：在中央其實經濟部內部沒有問題，但到地方政府、內政

部，就面臨更多問題無法解決，都市、非都市的問題，港務部分則涉及交通部，

農漁業涉及農委會，這些都是政府單位，對地方政府而言，其實只要能對地方帶

來貢獻應該都會給予支持，業者投資創造稅收，倘若財政收支法不改，沒有一個

地方政府會接受，因此未來無論石化專區到哪一個地方去，都是要跨部會協調。 

(4) 事前溝通：未來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事前溝通非常必要，而且在石化規劃的過

程他們就應該參與，而不是推動到最後階段才翻案，其實現在環保、衛生領域的

教授往往都會參與討論，更重要的是媒體的傳播，假若公視、民視、三立甚至自

由時報都僅報導反對立場，其他媒體也會群起效尤，因此事前的溝通是未來要努

力克服之處，應給予大眾正確的思維概念，否則當一般民眾都反對時，選票將為

決定做或不做的關鍵，因此在我們的討論過程中那些反對的團體倘若沒有一起進

來討論，未來會成為有很大的阻力。 

 

(六) 中國石油學會朱少華理事長 

1. 區位選擇：我個人認為以主觀條件來看，仍以大林蒲為最佳選擇方案，原因如下： 

(1) 鄰近現有大林廠的煉油設備(煉化一體)，不必再做新的煉廠。 

(2) 海港、碼頭運輸體系已經完整，未來油品過剩以及再生能源發展後，大林廠區的

輸儲設備需求減少，可彌補替代一部份石化業的生產。 

(3) 現有的綠帶已經成型(小港、臨海工業區包圍)，唯一的問題就是遷村。 

(4) 與林園工業區相比面積並不算小。 

(5) 土地取得及擴充仍有發展潛力（南星計畫區等地）。 

2. 對新的石化園區的期望： 

(1) 目前全球化及高值化的兩大主軸為現在企業界必須思考的問題，未來我們新的石

化園區必須發展一個全新的、符合期望的區域，以現有台灣的優勢，市場、需要、

特點為基礎。 

(2) 必須考量滿足工業 4.0 (由自動化進步到智慧化)，成為能資源整合的先進石化園

區。 

3. 如何推動： 

(1) 如果政府看企業，企業靠政府，地方政府不斷杯葛，則此園區永遠不可能推動成

果。 

(2) 建議由新的旗艦企業優先進駐，並吸引其他企業參與。 

(3) 負面表列事先淘汰無法進駐的廠商，例如高污染、高耗能、低產值的。 

(4) 優惠措施與回饋措施必須政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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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東聯化工呂文芳特助 

1. 台大詹教授提出的以天然氣當原料的概念沒有錯，但缺乏成本概念，以莫三比克為

例，莫三比克天然氣資源豐沛，氣田開發後未來 LNG 輸出時出口規模可達世界第

三，但倘若天然氣運回到台灣作為原料，價格必定上漲至 15 美元/百萬 Btu 以上，

無法像台塑一樣在美國本土做同樣的產品，而取得成本僅 2～3 美元/百萬 Btu 的氣

源。要取得低價的天然氣（作為原料），非得在當地設廠不可，倘若原料運回國內，

低價天然氣的利益會完全消失，但這（天然氣使用）好像又符合政府口號，以及量

在外質在內，但是對台灣的經濟幫助有限。 

2. 過去推動國光石化階段，期望打造為雙石化體系，創造理想的良性競爭，但觀察過

去 10 年，顯然石化專區推動並未如理想中順利，甚至連第一關環評工作都沒有通

過，但如果真的環評通過，我認為那才是問題的開始，以國光石化的組織，可能沒

有能力承擔如此大規模的開發，因此我們要認清事實，今天在談這專區的設立，我

認為在區位之前，要先明確點出未來專區的發展定位，設立一個類似國光石化理想

性的上中下游體系？或者是朝務實的方式，想辦法取得原料，交由個別公司各自發

展，這會是 2 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專區的定位也將影響到區位的選擇。 

 

(八) 石化公會謝俊雄總幹事 

1. 設立石化專區之可行性專案研究，所列相關課題，如調查研究結果答案是正面的，始

有推動之可能。 

2. 中國大陸近年來極力發展石化業，幾年後乙烯產能將達到 5,000 萬噸規模超過美國成

為全球最大石化生產國，近期中共發改委也發表石化廠的標準規定，可供予我們參考

或啟示。重點摘要： 

(1) 設置區域：石化工業園區必須設置於廢棄的土地、離島、半島。 

(2) 原油加工能力：煉油產能不能低於 4,000 萬噸（相當於 80 萬桶煉量）。 

(3) 廠區土地面積：至少應有 40 平方公里（4,000 公頃），必須有 600 萬立方米原油

及成品油儲槽。 

3. 石化專區根據過去的經驗，討論與決策之前要有可行性的研究，故整理可行性研究應

考量的項目，包括設立專區可能遇到哪些困難、基本的議題需要克服，假設這些答案

是正面的，後續才有推動的意義。石化專區要成案，必須由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形成

共識，否則不可能再做下去。 

4. 產品可行性部分，國光石化撤案後經濟部推動「值在內，量在外」的產業政策，外界

也在討論新的石化專區必須高值化，但專區內到底應該做哪些產品，是否還要做煉油、

輕油裂解、烯烴、芳香烴以及大宗石化品，或是做下游精密加工成形？目前經濟部也

已在高雄設立四個研發中心，這些原則沒有決定也很難進行下去。 

5. 進料多元化選擇的部分，對於當地的基礎設施、技術都會改變，例如古雷石化投資案

已經決定乙烯來自 MTO（甲醇製烯烴），將來也面臨最大的競爭對手-印度，也已決

定向美國進口 100 萬噸乙烷，在國際競爭的環境下到底要用哪一種進料關係重大。 

6. 此外，石化中心成立也需有業者進駐投資，參考馬來西亞推動範例，是由總理宣布國

家將投資 120 億美元於石化中心由國營 Petronas 主導，在計畫可行性研究階段就已

訪問國內外包括國際十大石化集團在內的所有可能進駐投資的單位，可作為未來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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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和桐化學許榮輝副總經理 

1. 基本上各位先進已將各個面向進行討論，對本公司而言比較關心的還是成本競爭力

問題，由於牽涉到遷村、填海造陸，成本增加會比較可觀。 

2. 石化專區若設立，在資源整合、原料供應無虞的情況下，業者會認真、嚴肅去考慮

投資，整個投資分析不只有區位關係，實際上是說我們現在面臨產業競爭外部還來

的嚴厲，例如大陸、東北亞跟東南亞國家，因此成本競爭力對我們來說有比較大的

關係。 

3. 專區的成立招商進駐投資，期待政府會有一些鼓勵的措施，本公司現在屬於石化較

下游產業，但實際上是說我們各方面都與上游密切關聯，政府獎勵措施會使業者生

產成本更具有競爭力。 

 

(十) 台灣港務公司蕭丁訓前董事長 

1. 建議事項： 

(1) 交通部、航港局與台灣港務公司要參與討論。 

(2) 石化專區需先確認，包含高值化及正負面表列。 

2. 2040 年主計畫簡介： 

(1) 簡報 p4 部分，交通部港務公司每 5 年會進行 1 次整體規劃，主要目的在於用地

的分配使用（例如洲際一期、洲際二期等），假若往北邊發展由於需要海底隧道並

且要把車流帶到市區，當時適逢國道七號南移，也沒有產業有用地需求，因此（港

務局）規劃的主要區域為高屏溪以北的區域，而為什麼會規劃三大產業（石化、

綠能、鋼鐵），主要考慮到石化業為高雄的主要工業之一，其他的區塊都是規劃為

傳統港口貨櫃、造船使用，過去原先規劃其實只有 183 公頃為石化產業用地，下

方為綠能產業用地。 

(2) 氣爆事件後，高雄市政府亦曾找我開會討論，考慮到仁大工業區搬遷，因此才會

將綠能產業用地一併納入，換句話說，假如未來石化產業用地需求擴大，事實上

應可再往南（發展），因為目前的規劃僅為構想。 

(3) 工程費用分攤：工程費用的分攤當時規劃與目前洲際二期的模式相同，基礎工程

費用由港務公司負責，碼頭、填海造地由使用者負擔。 

(4) 遷村問題，過去沿海六里里長也有與港務公司溝通，當地居民應有八成以上贊成

遷村，並曾向陳市長報告，倘若有單位出錢可由市府出面，但氣爆事件情況可能

更艱難有待評估。 

(5) 遷村的用地，港務局現在還有 20 公頃在中安用地，為紅毛港的遷村我們原來有的

那塊土地，但該土地因為有些人已經自行購屋了因此只剩餘 20 公頃，將可作為遷

村使用，但沿海 6 里村里長則希望 50 公頃。 

3. 提醒事項： 

(1) 南星用地可行性不高：簡報中 218 公頃希望列為石化專區，但可能有困難，因為

其中港務公司僅有 106 公頃，且港務局其中約 60 公頃已通過環評，環評內沒有

規劃石化用途，其他部分則為市政府發展遊艇專區使用。 

(2) 海水淡化已有初步規劃：港務公司的 106 公頃裡面我們目前有答應 10 公頃給中

鋼做為海水淡化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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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鳳鼻頭漁港遷移仍未解決：除了大林蒲遷村，未來鳳鼻頭漁港也需遷移目前仍未

討論，此外未來漁權也仍須再協商。 

(4) 建港部分需再深入評估：雖然過去（中油）已有針對屏東建港可行性初步評估，

但未來南州台糖農場的港口建港可能要審慎評估，以布袋港為例我們已投入許多

經費，但水深由原先的七米半現在僅剩三米半，每年還得花三千萬清砂，因此建

港需審慎評估。即使土地取得成本很低，但建港成本以南高雄第三港區建港是由

港務公司來置入，但南州建港的成本花費數字應不會太小，除了廠商原料進來，

產品出口一定需要設計為國際商港，成本運輸也會相當龐大。 

 

(十一) 台聚集團王克舜副總經理 

1. 本公司對於石化專區的立場樂觀其成。 

2. 區位規模配置是屬於相對較執行面，真正的問題在於台灣的產業政策，經濟部或政

府應該要有長期規劃告訴業界與民眾，將來國家經濟準備如何發展，其中石化產業

要扮演什麼角色與義務，享有什麼權益，在這樣的規範下盡力的為我的股東公司員

工做最好的決定，倘若沒有明確的產業政策，我們很難去說哪個地方較適合，因為

不知道成本也不知道將來發展的機會與衝擊、稅收。 

3. 倘若未來高值化的範疇不包含 HDPE、LDPE，或許台聚集團不應該進駐，因此比

較核心的問題是在於我們的產業政策，因為這個產業政策就不是經濟部的事情，不

會講一講花了不少錢最後環保署說有意見、國土規劃有意見、交通部有意見等等，

公部門的政策應該是一個經過討論整合出來結果，然後給業界作為發展的規劃與依

循的基礎。 

 

(十二) 李長榮化工李啟志副總經理 

1. 進行可行性評估及準備說帖：第一我們過去討論大部分都在高雄石化專區，未來可

能要針對財務、政策、土地、招商找一專業團隊進行可行性評估，這些評估做出來

以後我們再準備說帖，並和地方民眾說明對當地的經濟貢獻有哪些。有了說帖之後

我建議未來應該主動出擊。 

2. 由領導廠商帶領：希望中央和地方在開始談未來要選址在哪裡的時候，誠心希望有

人可以出來帶頭，無論是旗艦企業或龍頭企業，在政策面還沒執行之前這個旗艦企

業就應該要參與所有的討論過程，待場址決定以後，旗艦企業就要帶著所有相關企

業開始往下走，比較容易無縫接軌。 

3. 業者應將議題帶回研提各自的產品規劃：各公司應該很清楚未來 5~10 年以後要做

哪些產品的規劃及公司市場定位為何，未來若有石化專區，各公司應配合企業本身

的願景及產品定位提出規劃。未來應不可能把大社直接搬遷，轉型勢在必行，業界

要做的大概是這些工作。此外，未來石化專區成立的時候建議應有一個審查機制，

例如產業(企業)未來應跟國際接軌跟台灣產業接軌，若專區設置有機會各公司應該

要先期開始準備這些工作。 

4. 盡快確認專區及相關政策：當前國際經濟、市場變化很快，若推動石化專區未來也

將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如財源、土地、（污染）管制、水電不足、地方溝通支持，

也包括很多政策面的問題，這些是企業在做投資時最大的隱憂。各企業都會確保投

資的經濟效益，包括未來市場產品是否符合市場需要，市場面的問題公司需各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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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盈虧，但是其他比較接近政策面的部分，是我們企業投入時的不確定因素，因此

建議包括石化專區或未來在選址能盡快決定。 

 

(十三) 聯成化學陳志昕特助 

1. 首先提出 KPMG Global Energy Institute（2014）之亞太地區石化產業一份研究論

文重點： 

(1) KPMG 將亞太地區分成中國、東南亞、歐洲、美國、北亞還有中東六個區塊，在

競爭生命週期先後次序，很可惜相對其他區域，我們北亞是排在成長周期最慢的

階段，基本上是因為目前大陸在進行產能擴充，台灣日韓已是發展已久的產業。 

(2) 石化業原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頁岩氣和天然氣，中東國家都有自行開發，

所以如何掌握原料的競爭力是格外重要，像日本則透過併購方式，去併購美國的

一些石化產業去做未來的策略發展。這是我們台灣應該注意原料的部分。 

2. 其次針對今天報告大綱的第 31 頁四個討論題綱，進行回應如下： 

(1) 第一個(區位選擇及位址合適性)，政府才有高度決定。聯成化科在中國有 4 個區

塊，以及馬來西亞關丹都參與一些投資，在與一些公司談判過程中，發現他們都

是以技術導向去開發，例如馬來西亞一家大型國際石化公司將投資十億美金的投

資案，是以技術為導向的投資案。而中國大陸還是很歡迎去，這是我們（進行國

際投資）面臨到的現象。假設台灣石化專區仍值得我們開發投資，這是對台灣未

來有整體面好處的，但政府在與社會大眾溝通說服上，目前反而比較相當弱勢，

現在國內許多年輕世代與環保團體，他們的溝通跟反應都很快，我想政府應該委

託一些專業機構去說服群眾，尤其是國際的公關公司及研究團隊，比較有說服力，

建議唯有這個突破時，才能夠落實位址選擇。 

(2) 針對第二、第三部分（開發規模及產品配置、業者產品規劃及進駐誘因），我個人

建議，為什麼台灣自行車產業這麼興盛，是因為當時的 A 計畫，由領導企業巨大

工業(捷安特)來帶頭。我們石化產業要發展未來一個高產值的產業，也需要由產

業龍頭（中油台塑）帶領，結合其他公司一起計畫發展，跟政府合作，以及跟民

間溝通。台灣有很多高值化的產業發展機會，就是因為有領頭企業帶領。因此我

建議我們石化產業工會，大家平常互動都不錯，應成立專案小組共同來參與，把

高值化的產業供應鏈討論發展出來，把我們這樣的石化產業未來的發展，能夠配

合政府落實執行。 

(3) 第四部分（開發經費），如果前面三項都有進展，則可由產業與政府共同來合作籌

措資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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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後針對此次會議的四項討論題綱，建議以下列方式來付諸行動之執行力 

題綱 負責執行單位 其他註明 

1.石化專區區位選擇及決定? 

唯有政府單位才有這一高

度及決策權利，所以應由

工業局主導協調各政府中

央及地方單位。 

政府與民間及民意代表

透過專業公關公司 (國際

級) 來做溝通。 

2.專區規模與產品配置方式? 

3.產品發展規劃及進駐誘因? 

由石化公會來擔當，針對

「高質化」之價值鏈來做

一深入分析做出建議可行

性方案。 

根 據 KPMG Global 

Energy Institute 之 2014

研究報告，台灣屬北亞之

弱勢生命周期，應慎重分

析投入項目可行性 

4.開發經費來源及可行性? 

上面第 1~3之可行性分析

之後，則可由政府與有興

趣的公司共同來出資。 

研究經費應由政府公會

來支付。執行時 (可行後) 

再由政府投資及參與廠

商付費使用。 

 

(十四) 工業局民生化工組洪輝嵩組長 

1. 針對管線規範，地下工業管線自治條例的部分，自治條例裡面是規範管線所有公司

將總公司南遷到高雄，但這部分法務部仍有意見。但是另外地方政府又送另一法案

環境維護自治條例至環保署，這些工業管線要如何處理及維護，目前條文中定義範

圍包括天然氣、電線管路共 517 條法規規定每三年要透過「管道內部檢測儀」（smart 

pig）做一次徹底檢查。 

2. 地方政府的立場是，地方必須維護安全因此要求業者必須做這些事情，如果有困難

業者應進行反應，因此目前納管的是517條管線而非原來我們所盤查的89或86條。

之前工業局已有邀請各業者至局內開會，探討要透過哪一種方式反映現況，否則屆

時這部份將無法執行，因為以 smart pig 檢查，管道內許多彎曲之處，這些機器人

沒辦法檢測，而且小於 5 吋、6 吋以下也沒辦法檢測，到時候沒辦法執行就會有問

題，可能是大家目前需要處理的。 

 

(十五) 經濟部技術處林猷治科技專家 

1. 屏東南州（台糖農場）的工業區有技術也有政治的問題，但是倘若說是缺水的問題，

其實因台灣各地都面臨缺水問題，未來可以考慮投資海水冷卻方式，如歐洲、日本

都有海水冷卻的實例，而台灣台肥推海水冷卻失敗的例子，主要因為它是取表面海

水，結果夏天時海水溫度過高，因此未來海水冷卻仍然有發展潛力。 

2. 假設腹地夠大，建議未來專區可以把中下游加工產業加進來，不但可增加就業率也

可降低成本，所以部分高值化產品出口，部分就在當地應用加工。大家有提到很可

能在這邊也會蓋一個輕裂，那麼以後應該 C2C3 產品應盡量極小化，讓 C4 以上的

產品極大化，這部分可以再做設計，將可提升我們(專區)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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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工研院 IEK 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曾繁銘組長 

  石化專區裡面有兩個議題很重要，第一個是當地政府的態度，第二是石化專區的規

劃會越來越複雜，我認為這是在規劃石化專區時必須考慮的。 

1. 高雄市政府委託工研院進行石化專區研究之進度： 

(1) 去年底高雄市政府已輾轉委託工研院做一個石化專區的規劃，再與高雄市政府多

次溝通裡面，經發局態度是非常支持的。我認為管線安全是第一要務，第二大林

蒲遷村是石化專區規劃之一，必須要先遷村才會談石化專區。過去高雄市政府也

想過推綠能、文創，結果發現好像是石化、金屬，好像才是高雄港最重要的發展

基地，我覺得他們基本想法是這樣。 

(2) 第二個我認為石化專區未來規劃會越來越複雜，所以我們工研院在這次的規劃裡

面由 IEK 負責石化高值化，我們也一直配合工業局高值化政策推動，材化所做技

術規劃，綠能所做熱能平衡，包括剛才講到的熱整合以及資源整合、廢棄物的整

合，全面考慮。此外，那 IEK 主任及成大陳志勇教授也一直不斷提醒必須將工業

4.0 放進來。 

(3) 進料選擇、產品設計、製程技術也很困難，這 3 件事情的規劃，會影響到儲槽、

未來產品，公司裡面的規劃其實是很有專業性的，很可能越需要船運的東西，要

越靠港口，越加工的在越裡面，以及距離規劃，事實上這些問題都是一個大學問，

因為我跟 IHS 幾個顧問討論，他們都認為說國外這方面也都是要先設計好才去執

行，才不會到時候變更設計不易，我想這 2 件事情在政府態度上，甚而高雄市政

府是值得期待的。 

2. 由更強的團隊執行：石化專區的規劃我認為必須有一個更強的團隊去做，才能把這件

事情規劃很好。 

3. 廠商的支持：尤其是要有一個領導廠商，一個專區如果說沒有領導廠商不可能會成功，

觀察所有的（石化專區），新加坡由殼牌(Shell)帶頭，一定要有 1、2 家廠商帶頭像中

油這樣才有機會，因此我認為領導廠商的參與，石化專區才有機會。 

 

(十七) 台灣綜合研究院許振邦顧問 

1. 區位的部分，目前看來南高雄是比較理想的區域，因為中油本身在這裡有大林廠，

再加上大林蒲、南星計畫、第三港區，土地面積應無虞。蕭董事長也提到港區的規

劃部分，事實上如果第三港區目前石化、綠能區域面積不夠，其他區塊還是可以爭

取擴增，但南星計畫這邊因為已經通過環評，因此仍有一些問題需處理。 

2. 確認土地面積無虞後，未來規劃石化專區重點應在於到底要發展哪些特色？世界主

要國家專區都有不同的特點，新加坡引進研發投入發展電子，比利時結合物流。未

來台灣的石化專區應為一個核心產業，扮演往中下游應用開發及支援其他產業的核

心角色，這才是關鍵，因此未來下游的應用領域，需搭配國家石化以外的其他產業

政策，而非只做到中間原料便出口。 

3. 石化專區的推動事實上涉及到土地、能資源，這部分都不是單一廠商能夠主導，所

以真的是需要國家透過強力的政策（例如列為國家重大計畫）推動才有可能成形。

除非未來台灣不再需要石化產業，否則產業一定要讓他有個出路，石化專區即是目

前業界與政府歸納的出路。 

4. 對外溝通的部分，必須透過公開透明的方式討論，以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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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台灣中油公司（退休）何志成先生 

1. 南高雄地區推行在實質上面有他的困難，因為要把大林蒲鳳鼻頭都遷村，時程也許

會花費 10～15 年，要將居民妥善安頓才能利用這塊土地作為石化專區用地，困難

性相當高，因此我個人還是傾向在屏東。 

2. 回應陳組長提到的土地取得與用地成本部分，過去屏東在規劃設計時，並非要與台

糖透過徵地方式取得，而是與台糖合作由台糖入股，另外陳組長所提到的用地成本，

目前與當初差距其實並不是很大。 

3. 回應蕭董事長提到的建港的問題，最大問題在於港口淤積，倘若在林邊溪設港，可

能會有飄沙及淤積問題，如果把港繼續往外推，填地面積較大，但飄沙問題就會降

低很多，若率芒溪建港基本上則不會有飄沙的問題，至於建港成本我們過去也曾初

步估算，若建港與麥寮規模一樣大，成本不會比麥寮港高。 

 

(十九) 台灣中油公司企研處林珂如處長 

1. 國內石化業之人才素質與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或印尼相比，皆優秀甚多，惟我國政

府在制訂產業政策或業者於推動投資計畫過程，均受限於許多法令規定及環保抗爭

等議題，致產業競爭力相對較弱，此為政府及業者須共同面對之問題。相較其他亞

洲地區國家協助石化業轉型發展之速度，我國目前已沒有太多時間停留在評估選擇

石化專區之合適地點，明年大選後無論是否政黨輪替，建議中央政府應立即與地方

政府協調並明確規劃推動石化專區設置之工作。 

2. 期盼主管機關工業局能夠更積極主動安排與高雄市政府相關部門洽談，並儘快將設

置石化專區之前置作業定案，以協助石化業者規劃未來發展。 

 

四、主席結語  

 主持人【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 

1. 中技社由於並非政府的機關，因此我們是扮演給予政府建言的角色，針對地區優劣

做一個整體性分析，無論明年是否政黨輪替，或許屏東南州仍具有發展可行性，因

此事前需先整理排序提供未來有魄力的執政政府做參考。 

2. 歸納過去石化專區失敗，主要有 2 個原因應作為先決條件，第一是地方政府反對，

即使港口規劃完備、中央政府及經濟部支持、產品規劃完善，但只要地方反對就無

法成案，因此應先點出這一先決條件；第二是環保團體反對及國內的環評審查制度，

即便政府政策確認進行國土規劃，環保團體反對及環評否決仍有可能推翻先期的努

力。 

3. 地方政府未來倘若無法爭取到合理地方貢獻，未來仍然會面臨地方反對的困境，因

此後續應修改哪些制度政府應盡快著手，同時針對地方可以獲致的效益方案探討。 

4. 進駐誘因後續可再進行討論，在民間業者的立場是會選擇最有利的地點進駐，倘若

只有提供可進駐的土地，其誘因不足。 

 

 主持人【經濟部工業局吳明機局長】 

1. 本次會議最大價值在於了解未來石化專區位址選擇，並非僅限於南高雄地區，將可

作為後續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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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化專區的推動在缺乏互信及現有機制下，牽涉到多方的賽局，業者也擔心投入大

量成本最終仍無法取得土地，過去紅毛港遷村補償費用便支付 2~3 次，目前仍有許

多問題有待解決。 

3. 地下管線風險的問題，目前在全面普查後風險已相對降低許多，也可能間接影響地

方政府對於石化專區設置的立場。 

4. 建議研究團隊後續將減碳、新舊工業區議題納入，包括產值與附加價值的提升、碳

排放量降低，均需深入研究並與外界溝通。 

5. 現行國內財政收支劃分、環評制度的設計方式不利於投資，這些隱憂目前也漸漸由

外銷訂單衰退慢慢浮現，相關機制的設計未來將會陸續研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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