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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69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1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315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瑞隆、邱泰源等 21 人，鑒於「加工出口區設置管
理條例」已修訂為「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且業經
總統公布實施，而為名副其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組織條例」亦應一併修訂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條
例」，爰擬具「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組織條例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賴瑞隆

邱泰源

連署人：賴惠員

蔡易餘

邱志偉

湯蕙禎

王美惠

陳亭妃

羅美玲

張宏陸

蘇巧慧

陳秀寳

林淑芬

黃國書

趙天麟

吳玉琴

林俊憲

周春米

范

江永昌

管碧玲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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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組織條例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條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組織

配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

條例

例之修正，將「加工出口區」
修正為「科技產業園區」，為
名副其實，經濟部加工區管理
處應更名為產業園區管理處局
。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本條例依經濟部組織
法第十三條制定之。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條例依經濟部組織
法第十三條及加工出口區設

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已
將原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

置管理條例第四條規定制定
之。

第四條規定刪除，並配合組織
法法制體例，刪除該段文字。

第二條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
局（以下簡稱本局）掌理科

第二條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以下簡稱本處）掌理

一、修正配合科技產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之修正，將「加

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所
定事項。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所
定事項。

工出口區」修正為「科技產
業園區」。
二、將「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名稱修正為「產業園區管理
局」。

第三條

本局設四組，分別掌

第三條

本處設四組，分別掌

理前條所定事項；各組並得
分科辦事。

理前條所定事項；各組並得
分科辦事。

第四條 本局設秘書室，掌理
總務、文書、印信、檔案管

第四條 本處設秘書室，掌理
總務、文書、印信、檔案管

理、出納、公共關係、法制
、各區公有財產保管之督導

理、出納、公共關係、法制
、各區公有財產保管之督導

及其他不屬各組、室事項。

及其他不屬各組、室事項。

第五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

第五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職

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綜理
局務；副局長二人，職務列

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綜理
處務；副處長二人，職務列

簡任第十二職等，襄理局務
。

簡任第十二職等，襄理處務
。

第六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一人
，組長四人，職務均列簡任

第六條 本處置主任秘書一人
，組長四人，職務均列簡任

第十一職等；副組長四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專門

第十一職等；副組長四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專門

委員三人至五人，職務列薦
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委員三人至五人，職務列薦
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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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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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十二人，職務列薦任
第九職等；秘書二人，技正

；科長十二人，職務列薦任
第九職等；秘書二人，技正

八人至十人，分析師一人，
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

八人至十人，分析師一人，
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其中技正二人，職
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專員

九職等，其中技正二人，職
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專員

十四人至十八人，職務列薦
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管

十四人至十八人，職務列薦
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管

理師二人，職務列薦任第六
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二十

理師二人，職務列薦任第六
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二十

三人至三十人，技士七人至
十一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

三人至三十人，技士七人至
十一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

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助理管理師二人，職

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助理管理師二人，職

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其中一人，職務得列薦

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其中一人，職務得列薦

任第六職等；辦事員十五人
至十七人，職務列委任第三

任第六職等；辦事員十五人
至十七人，職務列委任第三

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十四
人至十七人，職務列委任第

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十四
人至十七人，職務列委任第

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七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

第七條

本處設人事室，置主

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
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

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
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

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
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

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
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

額內派充之。

額內派充之。

第八條

本處設會計室，置會

一、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
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

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
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

」。
二、依據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

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
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

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
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

編制標準，將「會」計主任
修正為「主」計主任。

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九條

本局設主計室，置主

本局設政風室，置主

第八條

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第九條

本處設政風室，置主

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
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

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
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

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
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

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
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

派充之。

派充之。

第十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

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

第十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

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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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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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八條規定，就有關

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八條規定，就有關

職系選用之。

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本局得商請警察主

第十一條

本處得商請警察主

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管機關，在各科技產業園區
設置警察單位，兼受管理局

管機關，在各加工出口區設
置警察單位，兼受管理處之

並將「加工出口區」修正為「
科技產業園區」。

之指揮，依法辦理科技產業
園區內有關警察業務。

指揮，依法辦理加工出口區
內有關警察業務。

第十二條 本局得商請消防主
管機關，在各科技產業園區

第十二條 本處得商請消防主
管機關，在各加工出口區設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將「處」修正為「局

設消防單位，依法執行消防
及災害防救業務。

消防單位，依法執行消防及
災害防救業務。

」，並將「加工出口區」修
正為「科技產業園區」。

前項消防單位，兼受本
局之指揮、監督。

前項消防單位，兼受本
處之指揮、監督。

第十三條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
需要，得設分局。

一、本條新增。
二、依法制體例，明定本局依
業務需要，得設分局。

第十四條

本局處務規程，由

本局擬訂，報請經濟部核定
之。

第十二條

本處辦事細則，由

本處擬訂，報請經濟部核定
之。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第 8 條規定，機關組織
以法律制定者，其內部單位
之分工職掌，以處務規程定
之，爰依法制體例將「辦事
細則」修正為「處務規程」
。

第十五條
行。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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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變更，餘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