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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3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8262 號之 4

案由：經濟部函，為修正「在加工出口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
事業核准登記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經濟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09 日
發文字號：經加字第 1050460366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在加工出口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核准登記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
華民國 105 年 8 月 9 日以經加字第 10504603660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奉前揭辦法條文、總
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敬請察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經濟部法規委員會、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均含附件﹞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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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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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出口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核准登記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申請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應先經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
處）或分處核准後，始可辦理登記。但經營汽車貨運業、報關業、保險業、廢棄物清
除及資源回收服務業、法律及會計服務業、郵政儲金匯兌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
業，得同時申請核准及登記。
前項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得經管理處或分處核准，免在區內設有辦公處所。

第

五

條

申請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登記，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所在區管
理處或分處辦理：
一、公司、商業、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或外國公司在臺辦事
處或聯絡處之營業、開業或核備證明文件影本。
二、屬許可業務者，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營業執照影本。
三、負責人及區內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在區內營業或聯絡處所之土地或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及記載有租用面積之租
用土地或建築物平面圖。
五、管理處或分處核准文件影本。

第

七

條

管理處或分處受理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登記時，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或聯絡處所名稱。
二、區內負責人。
三、區內營業或聯絡處所地址。
四、准許設立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種類。
五、營業或聯絡處所使用土地或建築物面積。
六、總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
七、汽車貨運業承運加工出口區運往區外及由國外輸往加工出口區貨品之運送車
輛。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核准者，前項第三款及第五款之事項，得免予記載。

第十三條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結束在區內營業時，應向所在區管理處或分處申
請註銷登記；區內登記之公司，如於所在區及其他區內均無營業或聯絡處所者，應同時
辦理公司解散或遷出加工出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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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出口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核准登記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在加工出口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核准登記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布施行以來，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三日修正。茲為配
合政府推動綠色能源產業政策，乃簡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相關產業廠商入區手續，以鼓勵該產
業廠商進駐園區，爰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其要點如下：
一、增訂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廠商進駐園區得同時申請核准及登記，並得經管理處或分處核准
，免在區內設有辦公處所，且無需登載營業或聯絡處所地址，及所使用土地或建築物面積。
（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七條）
二、基於公司法及工廠管理輔導法已修正公司及工廠登記，不再核發公司執照及工廠登記證，爰刪
除營業或聯絡處所登記證之發給及繳銷。（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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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出口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核准登記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申請在區內設有營業
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應先經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以下簡
稱管理處）或分處核准後，
始可辦理登記。但經營汽車
貨運業、報關業、保險業、
廢棄物清除及資源回收服務
業、法律及會計服務業、郵
政儲金匯兌業或再生能源自
用發電設備業，得同時申請
核准及登記。
前項再生能源自用發電
設備業得經管理處或分處核
准，免在區內設有辦公處所
。

第三條 申請在區內設有營業
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應先經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以下簡
稱管理處）或分處核准後，
始可辦理登記。但經營汽車
貨運業、報關業、保險業、
廢棄物清除及資源回收服務
業、法律及會計服務業或郵
政儲金匯兌業，得同時申請
核准及登記。

一、為配合政府推動綠色能源
產業政策，鼓勵再生能源自
用發電設備業進駐，爰增訂
該廠商進駐得同時申請核准
及登記。
二、衡酌上述產業特性，非須
於區內設有辦公處所，爰增
訂第二項，得經核准後免在
園區設有辦公處所，以簡化
入區營運手續。

第五條 申請在區內設有營業
或聯絡處所之事業登記，應
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所
在區管理處或分處辦理：
一、公司、商業、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專門職業技
術人員或外國公司在臺辦
事處或聯絡處之營業、開
業或核備證明文件影本。
二、屬許可業務者，其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
營業執照影本。
三、負責人及區內負責人身
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在區內營業或聯絡處所
之土地或建築物使用證明
文件及記載有租用面積之
租用土地或建築物平面圖
。
五、管理處或分處核准文件
影本。

第五條 申請在區內設有營業
或聯絡處所之事業登記，應
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所
在區管理處或分處辦理：
一、公司、商業、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專門職業技
術人員或外國公司在臺辦
事處或聯絡處之營業、開
業或核備證明文件影本。
二、屬許可業務者，其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
營業執照影本。
三、負責人及區內負責人身
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在區內營業或聯絡處所
之土地或建築物使用證明
文件及記載有租用面積之
租用土地或建築物平面圖
。
五、管理處或分處核准文件
影本。
前項申請經核准後，由
管理處或分處發給登記證。

基於公司法及工廠管理輔導法
已修正公司及工廠登記，不再
核發公司執照及工廠登記證，
取消營業或聯絡處所登記證之
發給，爰刪除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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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管理處或分處受理在
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

第七條 管理處或分處受理在
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

配合第三條修正，再生能源自
用發電設備業得經核准，免在

事業登記時，應載明下列事
項：

事業登記時，應載明下列事
項：

區內設有辦公處所，爰增訂第
二項，免予記載營業或聯絡處

一、營業或聯絡處所名稱。
二、區內負責人。

一、營業或聯絡處所名稱。
二、區內負責人。

所地址、使用土地或建築物面
積，並修正部分文字。

三、區內營業或聯絡處所地
址。

三、營業或聯絡處所地址。
四、准許設立營業或聯絡處

四、准許設立營業或聯絡處
所之事業種類。

所之事業種類。
五、營業或聯絡處所使用土

五、營業或聯絡處所使用土
地或建築物面積。

地或建築物面積。
六、總機構名稱、地址、負

六、總機構名稱、地址、負
責人。

責人。
七、汽車貨運業承運加工出

七、汽車貨運業承運加工出
口區運往區外及由國外輸

口區運往區外及由國外輸
往加工出口區貨品之運送

往加工出口區貨品之運送
車輛。

車輛。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核
准者，前項第三、五款之事
項，得免予記載。
第十三條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

一、配合取消發給營業或聯絡

聯絡處所之事業結束在區內
營業時，應向所在區管理處

聯絡處所之事業結束在區內
營業時，應向所在區管理處

處所登記證，刪除部分文字
。

或分處申請註銷登記；區內
登記之公司，如於所在區及

或分處申請註銷登記，並繳
銷登記證；區內登記之公司

二、為明確立法意旨，修正後
段文字。

其他區內均無營業或聯絡處
所者，應同時辦理公司解散

，如於所在區以外之其他區
內均無營業或聯絡處所者，

或遷出加工出口區。

應同時辦理公司解散或遷出
加工出口區。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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