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討開放範圍

以製造業、服務業及公共建設
為主，未涉及農業。

另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第9次修
訂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進行編號及業別項目名稱的調
整。



檢討開放原則

國內產業具有因應能力。
對臺灣經濟發展與就業具成效者。
開放項目在兩岸具有互補性，如

能進行合作，有助於兩岸產業分
工之深化者。

同一產業鏈之業別項目，以及與
公共建設項目具關聯性之服務業，
併同檢討。



製造業

依據產業發展規模及其因應能力，
訂定不同限制條件。

本次擬新增開放115項，若加計
以往開放的89項，製造業已開放
204項，開放幅度已達97％。

另修正部分已開放陸資投資製造
業項目之限制條件。



開放項數 類別 限制條件

31 附帶限制條件(詳附錄1)
1.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
2.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50%。

2 發光二極體製造業、太陽能電
池製造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
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7

啤酒製造業；其他酒精飲料製
造業；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未分類
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未分類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其他未分類製造業

與僑外投資項目訂有相同限制條
件

75 不附帶限制條件(詳附錄2) ---

製造業
新增開放項目115項



項目 修正整併後之限制條件

積體電路製造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金屬切削工具製造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用機械
設備製造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修正已開放項目之限制條件

製造業



服務業及公共建設

服務業：本次擬新增開放23項，
若加計以往開放的138項，服務業
已開放161項，開放幅度達51％。

公共建設：本次擬新增開放23項，
若加計以往開放的20項，公共建
設（非承攬）共計開放43項，開
放幅度達51％。



類 別 限制條件

大眾捷運運輸系統業；其他陸上運
輸輔助業等2項

1.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
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審查。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創業投資公司 陸資對投資事業及其轉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廣告業 不開放一般廣告業，僅開放戶外廣告及其他廣告。

未分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能源技術服務業

限開放能源技術服務業

其他機器設備租賃業 不開放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備及電力設備

清潔服務業 限建築物清潔服務。

汽車維修業
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國
道服務區」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或投資汽車製造業、
汽車批發業所附帶經營

非酒精飲料店業；酒精飲料店業；
攝影業；翻譯服務業；租賃業(5項)；
影印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5
項)等15項

不附帶限制條件

新增開放項目23項
服務業



類別 限制條件

公路 限國道服務區。

大型物流中心
1、限採合資。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轉運站；車站；調度站等3項 限公路客運。

依法核准設置之殯葬設施 限殯儀館及火化場。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社會福利設施 採個案認定

市區快速道路；大眾捷運系統；輕軌運輸
系統；橋樑及隧道；公立文化機構及其設
施；依法指定之古蹟、登錄之歷史建築及
其設施；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文化、教育機構及其設施等7項

外資（含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50％，
且不得超過臺灣地區最大股東之持股比
率。

國家公園；纜車系統；國際展覽中心；傳
統零售市場；離島地區大型購物中心；工
業區；深層海水產業園區；公園綠地設施、
新市鎮開發等9項

---

新增開放項目23項
公共建設



第1、2、3階段開放陸資來臺投資
業別項數統計

第1階段
開放項數

第2階段
開放項數

第3階段
開放項數

合計
（分類總項數）

開放比例
（％）

製造業 64 25 115
204

(211)
96.68%

服務業 130 8 23
161

(316)
50.95%

公共建設 11 9 23
43

(84)
51.19%

合計 205 42 161
408

(611)
66.78%

註：製造業及服務業項數於第1、2階段發布時，係採行業標準分類第8次修訂版，
註：第3階段則改採行業標準分類第9次修訂版。



中 類 細 類 限制條件

08 食品製造業 0812冷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肉品製造業、0821冷
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水產品製造業、0831冷凍冷
藏蔬果製造業、0832蔬果製品製造業、0840食用油脂
製造業、0850乳品製造業、0862磨粉製品製造業、
0863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0870動物飼料配製業、
0891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0892麵條、粉條類食品製
造業、0894糖果製造業、0896調味品製造業、0897調
理食品製造業、0899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
灣地區現
有事業，
且陸資持
股比率不
得超過
50%

09 飲料製造業 0920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15 紙漿、紙及紙品製造
業

1512紙張製造業、1513紙板製造業、1520紙容器製造
業、1591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1599未分類其他紙
製品製造業、

19 化學製品製造業 1910農藥及環境用藥製造業

20 藥品製造業 2001原料藥製造業(非屬中藥原料藥製造者)、2003生
物製品製造業

24 基本金屬製造業 2411鋼鐵冶鍊業

25 金屬手工具及模具製
造業

2511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1螺絲、螺帽及鉚釘製造
業

31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3121機車製造業、3122機車零件製造業

共計31項

陸資來臺投資製造業項目-附帶限制條件

附錄1



中 類 細 類

08食品製造業 0893製糖業

13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製造業

1301皮革、毛皮整製業、1302鞋類製造業、1303行李箱及手提袋
製造業、1309其他皮革、毛皮製品製造業

14木竹製品製造業 1401製材業、1402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業、1403建築用木製品製
造業、1404木質容器製造業、1409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

15紙漿、紙及紙品製造
業

1511紙漿製造業

17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700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8化學材料製造業 1820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1841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1842合
成橡膠製造業、1850人造纖維製造業

19化學製品製造業 1940化粧品製造業

20藥品製造業 2005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

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

2311平板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2312玻璃容器製造業、2313玻璃
纖維製造業、2319其他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2321耐火材料製造業、
2322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2323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2329其他
陶瓷製品製造業、2331水泥製造業、2332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2333水泥製品製造業、2340石材製品製造業、2391研磨材料製造
業、2392石灰製造業、2393石膏製品製造業、2399未分類其他非
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陸資來臺投資製造業項目-不附帶限制條件(1/2)

附錄2



中 類 細 類

24基本金屬製造業 2412鋼鐵鑄造業、2413鋼鐵軋延及擠型業、2414鋼鐵伸線業、
2421鍊鋁業、2422鋁鑄造業、2423鋁材軋延、擠型、伸線業、
2431鍊銅業、2432銅鑄造業、2433銅材軋延、擠型、伸線業、
2491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2531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製造業、2539其他金屬容器製造業、
2541金屬鍛造業、2542粉末冶金業、2549其他金屬加工處理業、
2592金屬彈簧製造業、2593金屬線製品製造業、2599未分類其他
金屬製品製造業

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12分離式元件製造業、2630印刷電路板製造業、2649其他光電
材料及元件製造業、2691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

27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2712顯示器及終端機製造業、2719其他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2751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2752鐘錶製造業、2771照相
機製造業

28電力設備製造業 2841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2842照明器具製造業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2932流體傳動設備製造業、2933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2934機械傳動設備製造業、2935輸送機械設備製造業、2936事務
機械設備製造業、2938動力手工具製造業

33其他製造業 3312玩具製造業、3313樂器製造業、3314文具製造業、3321眼鏡
製造業、3391珠寶及金工製品製造業、3392拉鍊及鈕扣製造業

共計75項

陸資來臺投資製造業項目-不附帶限制條件(2/2)

附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