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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22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15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6 人，鑑於行政院業已宣示一百零五年五
月二十日以後設立之未登記工廠採即報即拆措施，則未將一
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前設立之未登記工廠納入管理，故提
出「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
新增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行政院業已宣示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後設立之未登記工廠採即報即拆措施，則未
將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前設立之未登記工廠納入管理，故擴大適用對象並隨同開放申
請補辦未登記工廠臨時登記之期限二年。
二、為落實納管之目的，特增訂地方主管機關之稽查。
三、因目前各地工業用地供給情況不一，不論申請用地變更或辦理遷廠，均相當耗時，業者如
有配合意願，宜給予充分時間。故增訂展延機制，同時採每年展延，以促使業者及早合法
化。
四、臨時登記工廠多屬中小企業，其所需之設廠土地，主要以五百坪以下且售價合理，為使臨
時登記工廠有能力有意願遷移至工業區，爰增訂主管機關應設置符合中小企業進駐之產業
園區。倘主管機關未能提供得進駐之產業園區，致工廠未能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
證明文件者，不受第四項但書展延一次之限制。
五、因應各地方政府需要，明定低污染事業之認定，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以利地方主管機關
因地制宜輔導管理未登記工廠。地方主管機關並得依預算法成立特別收入基金，經費用途
如執行工廠管理輔導相關工作；委任、委託機關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登記事項；
未登記工廠稽查、檢舉獎勵事項；宣傳及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等工作。
六、為因應未登記工廠相關業務增加，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法人機構或團體，辦理補
辦臨時登記、展延登記等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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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三條

條

文

為輔導未登記工

現

行

第三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為輔導未登記工

配合第三十四條五項修法，依

廠合法經營，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

廠合法經營，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

同法三十三條申請之特定地區
廠商仍頇有相同之有條件合法

施辦理之；輔導期間自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

施辦理之；輔導期間自中華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起至

時間。

後十年止。
於前項輔導期間屆滿前

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止。
於前項輔導期間屆滿前

，特定地區內之未登記工廠
，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

，特定地區內之未登記工廠
，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

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

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

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
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

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
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

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處罰之規定。

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處罰之規定。

前項特定地區之範圍，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前項特定地區之範圍，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二日起二年內公告之。

關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二日起二年內公告之。

第三十四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五月二十日前既有低污

第三十四條 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三月十四日前既有低污染

一、鑑於行政院業已宣示一百
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後設立

染之未登記工廠，其符合環
境保護、消防、水利、水土

之未登記工廠，其符合環境
保護、消防、水利、水土保

之未登記工廠採即報即拆措
施，則未將一百零五年五月

保持等法律規定者，於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

持等法律規定者，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前，

二十日以前設立之未登記工
廠納入管理，故擴大本條適

後二年內，得向地方主管機
關繳交登記回饋金，申請補

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登記
回饋金，申請補辦臨時工廠

用對象並隨同開放申請補辦
未登記工廠臨時登記之期限

辦臨時工廠登記，不受第十
五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

登記，不受第十五條第二款
、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二年。
二、為落實納管之目的，特賦

限制。
為避免擴增環境污染及

為避免擴增環境污染及
危害公共安全，經依前項規

予主管機關得要求經補辦臨
時登記之工廠，申報或提供

危害公共安全或維護公共利
益，主管機關得通知經補辦

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其
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之

資料，及進廠調查權。另為
強化臨時登記工廠管理機制

臨時登記工廠申報或提供有
關資料；必要時，並得派員

變更，應予限制。
前二項有關低污染之認

，原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
項變更等限制規定，移列第

進入工廠或調查，工廠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定基準、補辦臨時登記之程
序、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

三十四條之一。
三、原第三項移列第四項。原

委 57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於臨時工廠登記失效前，

項變更之限制、登記回饋金
之數額、繳交程序與使用方

第四項移列第三項。（未修
正）

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四、因目前各地工業用地供給
情況不一，不論申請用地變

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
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

關定之。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更或辦理遷廠，均相當耗時
，業者如有配合意願，宜給

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於臨時工廠登記失效前，
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

予充分時間。故增訂展延機
制，每年申請展延每年審查

第一項修正施行前補辦
臨時登記之工廠，應於中華

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
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

，以促使業者遵守本法規定
與謀求及早合法化。另為顧

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前
，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

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
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

及依第一項規定擴大納管後
，始提出申請補辦臨時登記

用之證明文件；第一項修正
施行後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者，比照前兩次修正精神給
予緩衝期限五年，至一百一

，應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

，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建

十四年六月二日止。
五、新增第五項：臨時登記工

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
。屆期未取得者，得向地方

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
屆期未取得者，補辦之臨時

廠多屬中小企業，其所需之
設廠土地，主要以五百坪以

主管機關繳交展延回饋金，
申請展延臨時工廠登記有效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自屆滿
之翌日起失其效力，地方主

下且售價合理，為使臨時登
記工廠有能力有意願遷移至

期間，每次展延以一年為限
且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管機關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處
罰。

工業區，爰於第五項增訂主
管機關應設置符合中小企業

九年六月二日。如屆期未申
請展延或展延期間屆滿者，

進駐之產業園區。倘主管機
關未能提供得進駐之產業園

補辦之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
件，自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

區，致工廠未能取得土地及
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

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第三
十條規定處罰。

者，不受第四項但書展延一
次之限制。

主管機關應於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施行後十

六、配合本條修正，新增授權
事項於第六項。

年內設置符合中小企業進駐
之產業園區及訂定土地有條

七、因應各地方政府需要，明
定低污染事業之認定，由地

件合法機制。主管機關未能
提供得進駐之產業園區或不

方主管機關定之，以利地方
主管機關因地制宜輔導管理

及訂定土地有條件合法機制
致工廠未能取得土地及建築

未登記工廠。地方主管機關
並得依預算法成立特別收入

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者，
不受前項但書展延一次之限

基金，經費用途如執行工廠
管理輔導相關工作；委任、

制。
第一項、第四項補辦臨

委託機關團體辦理未登記工
廠補辦臨時登記事項；未登

時登記之程序、登記與展延
回饋金之數額、繳交程序與

記工廠稽查、檢舉獎勵事項
；宣傳及輔導未登記工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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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申請展延臨時工
廠登記之程序、申報及調查

法化等工作。
八、為因應未登記工廠相關業

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務增加，明定地方主管機關
得委託其他法人機構或團體

機關定之。
第一項低污染之認定基

，辦理補辦臨時登記、展延
登記等相關事項。

準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第
一項及第四項回饋金得成立
基金，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為辦理前
條及本條未登記工廠輔導及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相關事項
，得委託相關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辦理。其委託辦
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之一 經補辦臨時
登記之工廠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管理補辦臨時登記

者，地方主管機關得令其限
期改善，並得處事業主體、

工廠，避免擴增環境污染或
移轉、轉供他人設廠經營，

事業主體負責人或工廠負責
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有必要增訂處罰及廢止臨時
工廠登記之事由；其次，為

以下罰鍰；屆期不改善者，
得廢止其臨時工廠登記：

完善管理機制，除本條所列
情形外，其管理與輔導準用

一、變更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

本法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二條
之規定。

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
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
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
，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
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產業類別及
主要產品。但減少產業類
別及主要產品項目，不在
此限。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
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未依期限提出申報
、提供資料或規避、妨礙
委 59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拒絕調查者。
工廠於第三十四條第四
項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有
效期間內，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其管理與輔導準用第十
八條至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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