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1/9 

「楠梓產業園區設置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公聽會暨「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楠梓區)（原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配合楠梓產業園區設置計畫)案」變更前座談會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編號 
所有權人姓名 

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黃議員文志 110.09.17 1. 污染整治完善 

本計畫區為地下土壤污染嚴重區域，目前在整治時

程高度壓縮的狀態下，請確保污染整治完成，相關

污染指數合於標準後才可於楠梓產業園區內進行

生產區招商。 

 

2. 綠帶應增加為四周皆有 

現有規劃僅於西北-東南向兩側，靠近後昌、學專

路較鄰近居民處卻無相關設置，應以綠帶區隔周

遭居民與工廠間的距離，以對居民最小的生活環

境影響下設立本產業園區範圍。 

 

 

 

3. 污染整治時，無論場內或場外，應將噪音、塵土、

重機械等造成的居民不便，降至最低，維護周邊民

眾權益。 

1. 有關高雄煉油廠之土污整治，整體以分期分

區方式辦理，並以本園區範圍最優先進行，同

時本府定期召開土污整治相關會議，環保局

亦協助評估土污整治相關作業，積極把關相

關流程與進度，確保基地於土污整治後符合

標準才辦理招商作業。 

2. 為考量既有廠區道路及整體交通規劃，預留

基地北側及南側鄰接既有廠區道路或未來整

體交通規劃之主要道路，以利後續規劃之彈

性。此外，本計畫將訂定園區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及都市設計原則，規定建築基地之建

築退縮及綠覆率，能確保基地北側及南側預

留一定退縮空間，且予以綠化作為與周邊居

民生活環境之緩衝空間。 

3. 將妥善規劃施工進出道路外，並藉由施工及

營運間環境影響減輕對策、污染防治系統、環

境監測計畫等全面性的環境管理，將可能的

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維護周邊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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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所有權人姓名 

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2 李議員眉蓁 110.09.17 1. 中油這塊土地污染嚴重，現在整治時程壓縮，經發

局在招商時會給予許多承諾，要請注意在環評方

面是否能順利通過，未來這塊地整治後若還是有

污染狀況，恐影響可能進駐綠色企業，如台積電的

進駐意願。 

 

2. 除了符合法規要求，建議開發更多的友善空間、綠

地等公共空間，供周邊居民或未來遷入企業員工

的家庭使用。 

1. 本計畫將依程序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作

業，同時本府定期召開土污整治相關會議，環

保局亦協助評估土污整治相關作業，積極把

關相關流程與進度，確保基地於土污整治後

符合標準才辦理招商作業，以符合進駐廠商

需求。 

2. 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7.03 公頃，佔園

區之 23.57%，大於法規之要求，園區之公園

及綠地，並可作為就業員工、地方居民以及遊

客之休憩場所。 

3 陳議員玟娟 110.09.17 1. 地方民意對本計畫既期待又怕受傷害，過去中油

煉油廠的污染長久以來對後勁的社區造成很大傷

害，好不容易這個污染產業走了，居民對這個場域

也有更多的期待。現在高科技將進駐將帶動高雄

市科技、經濟發展，地方是很歡迎，但同時也擔心

高科技會不會又帶來新的污染。請經發局、環保局

要監督好污染的部分，不要又讓污染影響到社區。 

 

2. 污染整治原本預計是 2033 年要完成，是否真的能

明年 4、5 月就解除列管嗎？部分整治工法規劃以

熱脫附來說，全台只有一家廠商能做，在目前之規

劃時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很期待台積電、鴻海

1. 本計畫各污染量將以環評審議結果內容所載

之總量作為管制上限，並依照各產業類別特

性訂定單位面積核配基準量，於廠商申請進

駐階段即要求提出建廠計畫供園區管理單位

審核，依各產業單位面積之污染排放基準量

檢覈進駐廠商是否符合申請入園資格，確保

符合環評之管制總量上限，積極監督進駐廠

商可能產生的污染。 

2. 有關高雄煉油廠之土污整治整體以分期分區

方式辦理，並以本園區範圍最優先進行，同時

本府定期召開土污整治相關會議，環保局亦

協助評估土污整治相關作業，積極把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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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所有權人姓名 

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等高科技產業來高雄發展，但也害怕市府做不到

對整治時程的承諾、環評無法如期通過，將影響招

商、讓居民期待落空。請審慎評估招商的部分，以

免工程部分無法如期完成，將影響市府信譽，後續

恐又對橋科招商造成影響。 

3. 第三區明年 3 月要整治完成，今年 9 月整治工作

已決標出去，目前剩約半年時間進行，但目前市場

上除了建材貴，更重要的是人工貴，乃是因為大部

分工人都去台積電建廠，而產生缺工問題，請問市

府能找到人力來進行嗎？ 

流程與進度，確保基地於土污整治後符合標

準才辦理招商作業。 

 

 

 

3. 感謝提醒，有關人力部分，本府於辦理相關作

業時應會特別留意。 

4 陳議員善慧 110.09.17 1. 整治不是市府專業，請不要隨意開支票承諾整治

時程，這個整治時程真可能在明年初完成嗎？整

治分區目前也才三區的整治工程分包出去，恐連

合約都還沒正式簽訂，市府應要有信用，不要到時

土地無法交付與企業，這個整治工作並不容易，全

台也才 4、5 家廠商能做而已。請市府審慎評估，

不要讓業者對市府失望。可以更了解土地整治工

作後再來談招商、開公聽會。 

2. 未來若真如期完成整治工作並進行招商時，希望

能提供部分優先就業名額予左營、楠梓區民眾，讓

他們有優先就業機會。 

1. 有關高雄煉油廠之土污整治，整體以分期分

區方式辦理，並以本園區範圍最優先進行，同

時本府定期召開土污整治相關會議，環保局

亦協助評估土污整治相關作業，積極把關相

關流程與進度，確保符合預期之招商時程。 

 

 

 

2. 本園區未來興建期間或營運期間如需要非專

業性勞工，將提供名額優先錄用附近居民，以

保障當地居民之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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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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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5 李議員雅芬 110.09.17 1. 本計畫的水、電，以及污染整治部分是否都準備、

處理好了？是否可以因應較具規模的廠商來投

資？ 

 

 

 

 

 

 

2. 地方亦關心教育的部分，未來人口移入後，教育部

分是否也準備好了？請審慎評估。 

 

 

 

3. 建議增加與地方、基層領袖的座談會、公聽會，並

落實舉辦。 

1. (1)有關用水部分，本府積極規劃多元供水，包

括伏流水及再生水等，供水無虞，甚至能提

供南化水庫供水調度，此外，本計畫已提送

用水計畫，計畫內容尚可配合具規模廠商之

用水量，目前辦理審查作業中。 

  (2)有關用電部分，已與台電公司持續洽談用

電事宜，並已提送用電計畫，計畫內容尚可

配合具規模廠商之用電量，目前辦理審查作

業中。 

2. 依據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四階段)案計畫書(發布實施版)，依

全市學童數之發展趨勢，及縣市合併及少子

化影響，就目前全市國中及國小學校用地劃

設而言，應可滿足未來之需求。 

3. 本次僅為辦理可行性規劃報告公聽會暨變更

都市計畫前之座談會，後續尚會辦理相關說

明會等，屆時亦積極邀請地方、基層領袖及民

眾前來參加，積極落實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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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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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6 蔡議員金晏 110.09.17 1. 目前行政區部分正在辦理都市計畫公展，請說明

為何要與本計畫範圍分開來辦理，不做整體都市

計畫變更？ 

 

2. 先前媒體報導談到園區 30 公頃以下的問題，本計

畫 29.7 公頃，佔整體廠區約 1/8，未來規劃是否會

有問題？兩側是綠帶及滯洪池，以後會不會與其

他區造成隔閡？ 

3. 中殼目前尚未拆遷，似位於 1-2 旁邊，其目前為中

殼自行處理，會不會影響到本計畫開發後的狀況。 

 

 

4. 中油之前的報告是將全廠區由上游往下游分三

區，第三期 1-2 區為上游、靠近半屏山，是否會有

側向的問題？是否會產生風險？ 

5. 高雄有多少綠電可以提供給台積電？這應是未來

可行性評估要探討的，未來若要用百分之百綠電，

高雄有這麼多嗎？還是只能靠興達廠？這要請市

府注意。 

6. 在水的部分，今天市府談的是豐水期，但枯水期的

狀況並不是這樣，今年枯水期時南化水庫一開始

並不供給高雄市，水的部分請市府再審慎評估。 

1. 行政區與本計畫分別屬不同法源依據及使用

目的，無法併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惟針

對上開兩案計畫，府內皆有定期辦理跨局處

之會議討論，確保規劃能互相配合。 

2. 本計畫能與未來高煉廠整體規劃配合調整並

保留使用彈性。目前所留設之綠地及滯洪池

已足供園區使用。 

 

3. 由中殼公司及中油公司負責整治之 1-1 區(位

於 1-2 旁)預計於 110 年 12 月完成整治工作，

而本計畫預計於 111 年 5 月核定園區設置，

應不致影響本計畫開發。 

4. 本計畫離半屏山尚遠(200 公尺以上)，且有南

側排水溝渠相隔，應不會有側向問題風險。 

 

5. 有關綠電部分，本府正積極發展中，後續亦將

依據進駐廠商需求協助廠商使用綠電。 

 

 

6. 有關用水部分，高雄市積極規劃多元供水，包

括伏流水及再生水等，供水無虞，甚至能提供

南化水庫供水調度，此外，本計畫已提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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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計畫，計畫內容尚可配合具規模廠商之用水

量，目前辦理審查作業中。 

7 張里長夢麒 110.09.17 1. 整治時間正常也不是 3、5 年可以完成，而是需要

很長時間，目前時程有可能嗎？ 

 

 

 

 

2. 未來若是台積電進駐，該公司雖是高科技、綠色科

技但還是會有廢棄物、廢水等，請市府再多了解，

土地需要整治到甚麼程度，什麼樣的土地台積電

才會接受，若是台積電可以接受，也不代表這塊土

地已整治得很完善，所以建議整治過程要求的標

準、過程建議都能透明化，讓大眾能了解。 

3. 如早上土地勘選會提到，未來台積電可能會用到

的道路、設施，是否可以合併到一期範圍一起做整

體規劃，這樣進出、管理方面各方面也會更好，附

近居民也會覺得更方便。 

 

 

 

 

1. 有關高雄煉油廠之土污整治，整體以分期分

區方式辦理，並以本園區範圍最優先進行，同

時本府定期召開土污整治相關會議，環保局

亦協助評估土污整治相關作業，積極把關土

污整治相關流程與進度，確保基地於土污整

治後符合標準才辦理招商作業。 

2. 有關高雄煉油廠之土污整治皆依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相關規定，並已辦理相關公告、

現地考察等，並依規使資訊透明化。 

 

 

 

3. 本計畫規劃為考量後續基地擴大之使用彈

性，與高煉廠未來整體規劃能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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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8 馮里長靖絨 110.09.17 1. 台積電要來我們很開心但也很擔心，五輕本來就

是歷經艱辛才遷走，現在台積電可能進駐，它可以

帶動我們的經濟、人潮，對商家有利，但也可能帶

來污染，讓我們也很擔心，若未來台積電要進駐，

請市府跟鄰近居民、里長做說明，最好要有數據說

明，讓我們不用擔心，因為台積電是綠色企業且重

視企業形象，我們居民未來也不用再拉白布條上

街。 

2. 我們宿舍也是屬於中油的土地，建議也一併納入

範圍整體規劃，而不是今天規劃這裡明天規劃那

裡。 

3. 建議先跟所有住戶溝通說明有共識再開公聽會，

而不是市府已先決定了再來聽我們的意見，應有

共識後再來做規劃。 

 

4. 未來橫向聯繫及作業應由市府來做，並建議以後

相關說明會前就要先聯繫在地鄰近里長，一次性

地邀來做說明。 

1. 本計畫各污染量將以環評審議結果內容所載

之總量作為管制上限，並依照各產業類別特

性訂定單位面積核配基準量，於廠商申請進

駐階段即要求提出建廠計畫供園區管理單位

審核，依各產業單位面積之污染排放基準量

檢覈進駐廠商是否符合申請入園資格，確保

符合環評之管制總量上限，積極監督進駐廠

商可能產生的污染。 

2. 若未來宿舍區有遷移或改建等轉型需求時，

再考量本計畫開發情形及未來高煉廠規劃情

形納入整體規劃考量。 

3. 本次僅為辦理可行性規劃報告公聽會暨變更

都市計畫前座談會，後續尚會辦理相關說明

會等，屆時亦積極邀請地方、基層領袖及民眾

前來參加，積極落實民眾參與。 

4. 本次公聽會及座談會即為本府經發局發起，

後續辦理相關說明會時，將再加強於會前先

聯繫在地及鄰近里長，一次性地邀來做說明。 

9 中油公司 110.09.17 1. 中油公司身為國營事業理當配合國家政策，只要

是國家政策我們都會完全地配合，不過今天故本

身中油公司的業務需求，我們還是要確保每個土

地被合理使用跟利用，尤其今天這麼大的土地使

1. 本計畫將配合中油公司相關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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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還是要經過董事會的授權。 

2. 有關 1-2 區的部分，中殼在煉油廠 104 年關廠之前

一年，即 103 年，就已策略式關廠，在 103 年就有

提早在做整治，第一區委由 AECOM 來做整治工

作，整治期程已遠遠領先其他區的進度，已經提早

大概都做好了。 

 

2. 感謝提供寶貴資訊。 

10 經濟部國營會

鄭科長小珠 

110.09.17 1. 感謝高市府、各級民意代表、各位鄉親長久以來對

中油公司及高雄煉油廠的疼惜與支持。 

2. 本案中油公司配合政策提供高煉場 29.83 公頃土

地租予高市府設置楠梓產業園區，促進高雄市經

濟發展，提升就業機會，本部予以支持。 

3. 中油高煉廠土地租予高市府、公司有一定的行政

程序要完成，需高市府配合提供完整的租用計畫，

以爭取中油對本案支持。 

1. 感謝支持。 

 

2. 感謝支持。 

 

 

3. 本府將配合中油公司相關程序，辦理土地取

得相關作業。 

11 高雄市政府環

保局 

110.09.17 1. 請轉知土地所有權人，後續如有相關開發行為達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規定，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2. 依書面提供楠梓產業園區設置地點位於中油公司

高雄煉油廠(下稱高煉廠)，經查高煉廠為從事 17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8 條

及第 9 條公告事業」，如該公司未來涉及土地轉移

1. 感謝提醒。本計畫將依程序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 

 

2. 感謝提醒。本計畫範圍預計於 111 年 3 月完

成土污整治，並完成解除列管程序。 

 

 

 



附件二 

9/9 

編號 
所有權人姓名 

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或依規定於下述行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

調查資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一)變更經營者。(二)變

更產業類別。但變更前、後之產業類別均屬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事業，不在此限。(三)變更營業用地

範圍。(四)依法辦理歇業、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

照、終止營業(運)、關廠(場)或無繼續生產、製造、

加工。倘違反規定者，將依土污法第 40 條第 1 項

規定，處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3. 另所附土地清冊中除油廠段 116 及 129 地號，其

餘為本局目前公告土壤、地下水公告污染控制場

址及污染管制區，未來開發涉及土污法第 17 條第

19 條規定時，請確依該法令規定辦理。 

 

 

 

 

 

 

 

 

 

 

3. 同第 2 點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