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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市長

匯聚桃園 展望再創經濟新巔峰

桃園具地理及雙港運輸優勢，產業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沛，擁有全臺灣最完整的產業聚落，人

口成長最快、最年輕的城市，四度獲得國際智慧城市論壇（ICF）評選為「全球 7大智慧城市」，

2019年更勇奪年度智慧城市首獎 Top 1。

未來將以航空城計畫、亞洲．矽谷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三支箭，讓「選擇桃園」成為一種潮

流。「航空城計畫」實踐「機場經濟學」讓機場利益帶動整體城市發展，帶動產業投資及地方建

設，放大機場的城市能量；「亞洲．矽谷計畫」推動「虎頭山創新園區」及「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

暨馬達矽谷園區」，也自行開發「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期吸引新創公司、ICT等大廠，讓高

科技產業往下世代前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進桃園捷運新時代，捷運綠線關鍵標案 GC02標

及 GC03標 2019年開工，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捷運棕線、機場捷運、鐵路地下化等連結臺北，

將加速「三心六線」路網建置，實現「北北桃 1小時生活圈」。另規劃興建「桃園會展中心」作

為先端科技及地方特色產業的展示基地，協助產業行銷推廣，帶動優勢新興產業發展。

因應中美貿易競爭，本市首創成立「台商回流小組」，編制小組成員含括跨部會之各相關機關，

包含中央機關、國營事業及市府之相關單位，以單一窗口，專人服務，專案列管，「客製化」為

臺商解決需求，排除障礙。另為協助提供廠商產業用地，市府規劃開發 9處產業園區，以因應設

廠投資的需求。

桃園每天都很努力，每天都會進步，不斷地前

進，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城市。我們歡迎投資，

歡迎企業匯聚桃園，一起展望未來，再創經濟

榮景新巔峰！



4

聚焦發展
桃園發光發亮

連結全球與在地的先進科技研發能量
以物聯網促進產業升級、以創新創業驅動經濟成長
帶動臺灣產業轉型、創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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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亞洲的智慧新創基地

桃園是頂尖的工業科技大城，科技業與製造業實力深厚，在光電、資訊電子、汽車零

件及設備製造等領域擁有完整產業鏈。以強大的製造業優勢為基礎，在國家級產業計

畫與都市開發的願景建設下，帶動產業智慧轉型升級，鏈結臺灣與世界的創新能量。

桃園，將成為亞洲的智慧新創基地。

軌道建設 串聯北北桃共榮發展

桃園推動交通轉型，透過鐵路地下化和綿密的交通路網，串聯桃園、中壢，以及航空

城計畫特區等三大都會區，形成「三心六線」軌道運輸路網系統。

桃園自主興建的捷運綠線主線工程已全數發包，地下潛盾段也於 2019年進入實質建

設階段，預定 2026年完工。桃園捷運棕線及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可行性研究已獲行

政院核定，現正辦理綜合規劃作業。桃園捷運綠線延伸中壢可行性研究已報送行政院

審核，審核通過後進入綜合規劃作業。此外，鐵路地下化工程綜合規劃於行政院核定

後工期七年切換通車，將帶動南桃園都心發展。透過機場捷運、捷運棕線、捷運三鶯

線延伸八德及鐵路地下化等建設連結台北，打造「北北桃一小時軌道生活圈」。

桃
園
軌
道　

運
輸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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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
桃園交通網絡

資料來源：交通部、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桃

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統計為 2018 年度。

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捷運

臺北港
高快速道路系統

高速鐵路

公共自行車

臺灣鐵路

▲

	飛往亞太各主要城市，平均航程僅需 3小時。

▲

	 2018年旅客運量已達 4,653萬人次。

▲

	國際航空貨運量超過 225公噸。

▲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預定 2023年完工。

▲

	捷運桃園國際機場線 2017年已通車，每日運

量 約 7.9萬人次。

▲

	捷運綠線預定 2026年完工通車。

▲

	捷運綠線延伸中壢預定 2029年完工通車。

▲

	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預定 2028年完工通車。
▲

	捷運棕線預定 2028年完工通車。

▲

	北臺灣最大國際港，可對接香港、馬尼拉、

上海、東京、新加坡等世界級城市港口。 

▲

	每年貨櫃裝卸量約 150萬貨櫃量 (TEU)。 

▲

	現有 5條高速及快速道路，提供快速輸運服

務。 高速公路：國道 1號、國道 2號、國道
3號。 快速道路：66號東西向快速道路、61
號西濱快速道路。

▲

	現正推動四大新設交流道（高原、幼獅、中

豐、五楊高架楊梅端），貫穿南北交通軸線。

▲

	桃園站每月進出旅客約 107.5萬人次。  

▲

	自高鐵桃園站出發，20分鐘可達臺北；10分

鐘抵達新竹；40分鐘抵達臺中；90鐘即可抵
達高雄。

▲

	自 2016年啟用至今，總租賃次數已突破 2,000

萬次，平均每月騎乘人數約 90萬人次。

▲

	 2019年底規劃建置 320個租賃站，提供 8,400

輛公共自行車。

▲

	桃園站每日進出旅客約 5.6萬人次。

▲

	中壢站每日進出旅客約 5.4萬人次。

▲

	鐵路地下化預定於2026年完成，並增設中路、

永豐（桃園醫院）、中原及平鎮等 4站。

空

海

陸

陸

陸

陸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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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  矽谷 
導引新經濟發展模式

桃園為亞洲． 矽谷推動重要場域，配合中央政策成立「亞

洲．矽谷桃園市政府計畫專案辦公室」，實現「以創新創

業驅動經濟成長，以物聯網產業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主

軸目標。投入各方資源共同推動產業發展，發揮亞洲．矽

谷最重要的精神，鏈結在地、鏈結全球、鏈結未來，提升

國家整體競爭力。

亞洲 • 矽谷創新研發中心
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臨近機場捷運 A19站周邊，面積

約 3.81公頃，朝開發為 5G、AI、物聯網、AR/VR等新一代

科技重鎮，扮演亞太地區青年創新與創業發展基地、連結

矽谷等全球知名科技大廠的核心聚落。

桃園會展中心
於機場捷運 A19站旁興建桃園會展中心，基地規模約 2.87

公頃，未來定位將以會議為主、展覽為輔，全區包括國際

會議中心、國際展覽館及相關附屬服務設施，可彈性提供

桃園及北部地區產業所需的專業展示與行銷平臺。本案綜

合規劃報告已於 2019年 5月獲行政院核定．並於 2019年

完成統包工程發包簽約，預定 2020年動工，完工後將可

以帶動青埔地區周邊產業的投資發展。

國際觀光旅館
機場捷運 A19站周邊已有桃園國際棒球場，因應未來冠德

環球購物中心、桃園會展中心，以及亞洲．矽谷創新研發

中心所衍生的商務、觀光住宿需求，規劃在桃園會展中心

旁興建「國際觀光旅館」，且以空橋或地下連通道連結周

邊建設，串聯人流，預定 2022年營運。桃園會展中心示意圖

冠德環球購物中心

國際觀光旅館

桃園會展中心

桃園國際棒球場

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

機場捷運A19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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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暨
馬達矽谷園區
桃園在汽車及電動車製造產業有豐厚的實力，為協助

馬達相關產業轉型，規劃「馬達．矽谷園區」，並與

「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計畫結合，於園區內設置青

創空間供創業青年進駐使用，預定 2023年營運，可

望帶動 50億投資，創造 500億年產值。未來期能以

一站式全方位服務，打造「桃園馬達．矽谷」品牌，

並與「虎頭山創新園區」及「中原創業村」連結，形

成桃園新創廊帶。

虎頭山創新園區
桃園三大創新基地之一的「虎頭山創新園區」，全區

約 4.7公頃，第一期佔地 1.8公頃，投入 1.5億元，

已於 2019年正式開幕，是全臺首座結合「車聯智駕

中心」與「資安物聯網中心」的測試研發基地，且國

內其它相關科學研究機構進駐率已達 100%，是產學

研間互動的最佳場域。未來透過「虎頭山創新園區」

建立創新、投資及輔導產業發展的平台，帶領桃園成

為國內智慧城市的示範場域。預計 2020年將達到媒

合 50組國際業者及在地製造業者、連結 45個新創

團隊與國內外加速器團隊交流合作、媒合 66億新創

資金、促成 150件智慧工廠升級導入，以及提升國內

外設備知名度與訂單量等效益。規劃中的第二期將再

擴大提供產業創新研發與實證場域，作為結合科技、

教育、創新與生態保護的綠色智慧園區。

中原創業村
中原創業村計畫將中原營區及部分工業區變更整體

開發，面積 10.98公頃，採區段徵收整體開發。利用

計畫區之區位優勢，規劃以藝術、娛樂、文教展覽等

核心產業使用為主，並引導相關附屬產業進駐，且配

合周邊大學之學術資源，打造產學合作之交流空間，

推動產業升級與創新；另預計規劃完善之廣場、公

園、大眾運輸轉運站及道路系統，提供住宅區與中原

車站優良公設服務機能。

青創指揮部
桃園第一個結合共同工作空間與創客空間的青年創

業基地，以發展物聯網與電子商務為主軸，提供創業

青年創業資源、合作夥伴及專業輔導等相關資源，並

協助新創團隊與市場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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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青創基地
以 AI與機器人教育為發展特色的「新明

青創基地」，進駐團隊有多項受到國際矚

目的發表成果，例如「商用無人機聯網

服務平台」、物流人力共享 APP「Dolly」

等，2019年也獲得《2019國家卓越建設

獎》金質獎肯定。

1

1

1

3

2

2

A21 環北站

內壢車站

中壢車站

楊梅車站

桃園車站

中央大學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虎頭山公園

桃園市立體育館

安東青創基地
以資通訊產業為發展重點，有最完善的

VR/MR開發設備，開辦各種創業相關課

程，提供創業所需資源和諮詢服務，特

別專注在 IOT、AR/ VR/ MR技術發展與創

業推動。

桃園新創廊帶

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
暨馬達矽谷園區

新明青創基地

安東青創基地

虎頭山創新園區

中原創業村

青創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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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 建構亞太經貿樞紐

開發目標：
桃園航空城計畫為促進桃園市整體經濟的發展，並提

升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客貨運能量，帶動機場周邊產業

投資及商業機能發展，同步推動綠色循環經濟，打造

宜居的智慧航空城。

開發範圍：
以桃園國際機場及機場捷運沿線車站為核心，整體開

發範圍達 4,564公頃，市府開發第一期產業專用區面積
約 286.95 公頃。

辦理期程：

▲

	 2018年 3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桃園

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 	

	2019年 7~9月辦理土地協議價購作業及區段徵收公

聽會。

▲

	預計於 2020年公告區段徵收及辦理後續公告招商。

引進產業類別：
優先引進「核心發展產業」及「次核心發展產業」。

帶動整體城市發展

桃園航空城實踐

「機場經濟學」　

預期成果：

創造

                                            萬個

就業機會

20-30
帶動新臺幣

                         兆元

經濟效益

2.3
2030年桃園國際機場

貨物運輸量可達

                              萬噸

旅客運輸量 1年可達

                                           萬人次6,000
450

市府開發第一期產業專用區，

面積 286.95公頃

桃園國際機場

航空城計畫開發範圍

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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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發展產業
1. 國際物流配銷相關產業

2. 區域技術服務中心（如研發服務業、智財服務業等）

3. 文化創意產業（如工藝、電影、廣告、產品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設計品牌時尚、數位內容、創意生

活等）

4. 航空輔助相關產業（如航空發動機維修、航電零組
件研發製造、內裝零組件、空廚業等）

5. 生物科技產業（如研發實驗中心、醫材研發製造等）

6. 精緻農業加值展銷相關產業（如花卉配銷中心、活
鰻包裝運銷中心、檢疫、認證、分級包裝等）

7. 雲端運算產業（如雲端應用軟體產業、雲端運算平
台產業、雲端基礎設施產業等）

8. 智慧車輛產業（如動力零組件、傳動零組件、制動
零組件、相關零組件研發等）

9. 綠能產業（如 LED、太陽能光電、電動車輛動力電
池、電動車輛馬達等）

10. 工商會議及展覽產業

11. 複合休閒相關產業（如大型主題樂園及相關附屬設
施、觀光旅遊、相關娛樂活動等）

12. 供儲油、灌裝、環保、消防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次核心發展產業
1.國際人才培訓中心

2.金融保險相關產業

3.批發及零售業

4.國際貿易業

5.運輸服務業

6.倉儲物流業

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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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豐沛能量
帶動多元產業投資與智慧城市發展
展開經濟發展模式
揚向世界創新商機

接軌全球
優質產業再升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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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登記總家數成長率

                        ，六都排名第二3.50％

工商綜合區數

有台茂、大江、廣豐、樹籽等              處
工商綜合區，共計 67.53公頃；全國第一

公司登記總家數成長率

，六都排名第三2.24％

工業區數

               個報編工業區，產值全國第一。            
產業供應鏈完整

32

工業年產值（2017 年工廠校正營業收入）

約新臺幣                    兆元，  
冠居全臺

2.9

沙崙產業園區

大園智慧科技園區

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

新屋頭洲科技園區

楊梅幼獅工業區擴大 ( 第二期 ) 變更都市計畫

平鎮東金產業園區

大溪草厝江產業園區

八德大安科技園區

工五工業區擴大變更都市計畫

桃
園
市
工
業
區
分
布
圖

區位優勢 
鏈結全球市場產業關鍵樞紐

區位是掌握商機的第一要素，桃園具有地利優

勢，對內可串聯北臺灣產業群聚，對外平均 3

小時航程可抵達亞太主要城市，幫助企業快速

進入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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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編工業區32個報編工業區 規劃開發 9個產業園區

香港 桃園

澳門

胡志明市胡志明市

曼谷曼谷

吉隆坡吉隆坡
新加坡新加坡

雅加達雅加達

馬尼拉馬尼拉

上海

北京

首爾
東京

4.
5H
R

1.7H
R

3
H
R

2.
5H
R

3.5
HR

1
.5
H
R

平
均
飛
行
時
間
3小
時

全臺第一工業科技大城 
匯聚產業量能

桃園擁有 32個報編工業區及 11處工商綜合區，產業聚落多樣且完

整，工業產值將近新臺幣 3兆元，佔全國營收 17.4%，遙遙領先國內

其他縣市，且在電子製造、電力設備製造、汽車製造、藥品及醫用

化學製造、產業用機械設備等業別，營業收入也居全國之冠。目前

著手規劃 9個產業園區，其中觀音桃園科技二期、大園沙崙產業園

區 2020年即可開發完成。桃園推動產業發展、提升經濟動能的實力，

已受國內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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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

桃園生醫生技產業發展悠久，葡萄王生技、科達製藥、盛

弘醫藥，以及國外製藥大廠如默克集團、武田製藥、大塚

製藥等知名生技醫藥產業皆進駐桃園設廠投資。同時，桃

園擁有半導體、資通訊產業優勢，透過物聯網與生醫生技

產業結合所帶來的新發展，加上積極完善生醫生技產業聚

落環境，將吸引國際大廠投資桃園。

物流倉儲

桃園擁有優越地理位置及交通網絡，物流倉儲業蓬勃發

展，有超過 1,800家物流廠商進駐。身為「亞洲．矽谷計

畫」重點發展城市，桃園積極推動物流產業導入智能化技

術，啟動智慧物流、現代化倉儲作業模式，不少國際物流

企業如 DHL、UPS、Nippon Express都選擇進駐桃園，DHL

更在 2019年投資 8,000萬元，於桃園青埔特區成立臺灣最

大的服務中心；另全球第四大物流公司丹麥商 DSV百及物

流，亦於 2019年在觀音區擴大投資佔地 2萬坪新廠，為

全臺最大物流據點。其他國內知名企業如長榮集團、富邦

媒體、國泰人壽等，也選擇在桃園投資物流中心。

桃園優勢產業 智慧化產業發展
桃園是北臺灣的產業重鎮，擁有完整產業鏈，同時也是亞

洲．矽谷計畫重要場域，積極推動物聯網相關產業發展，

具備發展智慧產業優勢。並依循環經濟與智慧城市兩大主

軸，引進「綠能、電動車、智慧物聯網（AIoT）、航太、

物流、生技」等六大產業，加速桃園智慧化產業發展。

AIoT

AIoT的未來在桃園。桃園以創新驅動經濟成長，發展

5G、AIoT相關創新應用，進而帶動產業升級發展。例如臺

灣工業電腦（IPC）龍頭企業研華科技，配合「亞洲‧矽

谷試驗場域計畫」，在桃園七個工業區內應用先進的物聯

網通訊及感測技術，打造智慧交通與水資源管理試驗場域；

深耕桃園的台達電，運用電力電子核心技術，為全球提供

電源管理與散熱解決方案。



14 15匯聚。展望      Convergence。Prospect

電動車

桃園是臺灣汽車產業重鎮，擁有最大的汽車組裝、零組件

生產聚落，加上資通訊技術成熟，發展電動車產業極具

優勢。許多汽車大廠包括中華汽車 e-moving、豐田汽車

Toyota，以及打進歐洲電動車市場的睿能創意 Gogoro，

都將據點及生產基地設在桃園。桃園目前設置超過 1,000

處充換電站，及逾 3,100個電動機車充電停車格，睿能創

意更著眼於桃園發展智慧城市潛力，選擇桃園率先推出

GoShare移動共享服務，提供兼具環保與智能的大眾交通

服務。

綠能產業

為從工業科技大城走向綠色工業城市，桃園積極整合創

能、儲能及節能計畫資源，在 2018年累積再生能源裝置

容量達 354.4 MW，為臺灣北區第一，其中太陽能光電成長

也高達 23倍。桃園積極推動綠能政策，發展光電、風電

及其他再生能源，包括在桃園捷運蘆竹機廠及青埔機廠設

置太陽能光電系統、由德國達德能源集團（WPD）獲遴選

設置離岸風力發電系統等，期能在 2021年達到再生能源

累計總裝置容量 850MW的目標。

航太產業

臺灣航太業總產值在 2018年突破 1,200億元，創下高峰。

桃園發展航太產業具有相當優勢，中華航空總部、長榮航

空總部及中山科學研究院皆設在桃園，且境內航太零組件

供應商眾多，例如燁鋒公司是美國波音客機、法國空中巴

士的鋁合金材料供應商，芳興科技製造的衛星天線，是唯

一跟著福爾摩沙衛星上太空的國產元件，這兩家都是桃園

在地企業，升級轉型後打入國際市場的最佳例子。而桃園

境內的長榮航太公司與臺灣飛機維修公司，也都以專業航

機維修口碑，承接國際航班的維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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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智慧城市 全方位運用
擁有深厚的資通訊製造供應鏈優勢，桃園積極推動創客學習，運用

創新科技，提供符合民眾需求的創意智慧服務，並將重心放在如何

提升市民生活便利性、市政治理與強化產業競爭力三大面向。

桃園積極推動智慧城市旗艦計畫，不僅於 2019年四度獲得國際智慧

城市論壇（ICF）評選為「全球 7大智慧城市」，更勇奪年度智慧城

市首獎（Top 1）。2019年 ICF以「無限學習」為主題，桃園在智慧

教育、市民卡應用、市民參與政府預算與施政、青創輔導、新創基地，

及對於新住民、高齡人口無邊界數位關懷等建設發展皆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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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卡整合應用

桃園市民卡在手即可借書、搭車、當學生證、

社區門禁卡，目前也結合行動支付系統，擁有

電子錢包等 31項智慧生活運用，並於 2018年

透過公民參與的機制，蒐集市民意見，產出市

民卡擴充提案。實體發卡量超過 140萬張，使

用總次數約 3億次，為發卡量全國第一，使用

量最多的市民卡。

能源永續

成立「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整合創能、儲

能及節能計劃資源，推動離岸風電產業、太陽

能光電、埤塘光電、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計畫，

桃園從工業大城走向綠色工業城市。

發展青創基地

桃園導入物聯網平台，打造青創基地，目前發

展虎頭山創新園區、青創指揮部、安東青創基

地、新明青創基地，將桃園逐步發展為科技創

新的智慧城市。

環境永續

透過智慧化管理，例如裝設智慧水表、水位計

及電表掌握即時地下水情的「桃園市智慧地下

水管理系統」、布建 1,000個「空氣品質感測器」

及搭載空污無線偵測器的無人機，24小時監控

工業區的空氣品質狀況，加上節能減碳計畫，

朝環境永續目標發展。

智慧運輸與綠色交通

結合智慧站牌及感應器，讓民眾透過手機 APP

即可掌握公車動態；2019年規劃 80輛公車安裝

車輛安全系統，提升智慧公車安全系統指標；

提供 8,700輛公共自行車，YouBike使用人次突

破 2,000萬大關；機場捷運 2017年正式通車後，

至今運量突破 2,500萬人次，桃園以多元、創新

的公共運輸服務，滿足市民交通需求。

智慧教育

打造雲端智慧學習城計畫，提供遠端互動教學

並促進縣市教師交流，提升偏鄉教育品質，達

到無限學習的目標；針對不同年齡層及族群推

廣數位資訊課程，並強調跨領域與做中學習，

進而培養學生創造力、思考力與團隊合作能力。

感知網路建設與應用

桃園推出熱點熱區無線網路服務，設置超過 834

個Wi-Fi 熱點，免費使用「iTaiwan/iTaoyuan」無

線上網。「桃園智慧路燈暨物聯網應用平台」

透過路燈加裝的多元感測設備，進行大數據蒐

集，提供民眾便利的公共服務應用。

機器人與語意服務應用

桃園擁有以 AI、機器人為主的訓練基地「新明

青年創業基地」，推動機器人基礎教育，機器人

可設定多種語言，吸引學生學習語言並透過互

動增加學習成效；發展老人陪伴機器人結合市

政1999服務，讓機器人成為照護長者的好夥伴。

智慧醫療與長照

推出智慧醫療服務（復健巡迴車、復健巡迴據

點、雲端健康照護平台及遠距照護計畫）、智

慧手鍊緊急救援系統，提升醫療照護及長照品

質。未來也將於青埔地區設置「教育研發暨醫

療園區」，發展智慧科技、智慧生醫及智慧管

理等領域。

公共安全與防災

「水情看桃園 APP」、「環境污染監控中心」、

消防局「智慧行動派遣 119APP」、「天羅地網

監視錄影系統」、「智慧區里系統」的運用，

都能協助民眾及市府單位達到即時監控、掌控

資訊、預知了解、快速解決的目的，有效提升

整體運作效率。透過「智慧運籌管理暨大數據

分析平台」呈現，提供更科學化的決策依據。



面對企業實際需求
提供深度且極具效率的服務
全程陪伴
共創雙贏

企業首選
桃園投資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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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窗口 解決企業投資所需
為加快投資開發速度，桃園首創以專人、專案、單一

窗口的方式提供投資者全方位協助。另因應中美貿易

競爭，造成臺商回流的熱潮，桃園市跨局處單位與經

濟部對接，領先全國成立「台商回流小組」，針對投

資所需的土地、水電、人才、勞工等層面問題，提出

快速解決方案。而桃園因地理位置及產業發展條件優

越，在「工廠營業收入」、「研究發展經費投入」及「就

業人數」等 3項指標皆為全國之冠，成為臺商回流投

資的首選之地。

【地的需求】提供產業更大空間

為因應未來經濟動能擴增，桃園以儲備能量的概念，

滾動式盤點所有土地及廠房，規劃開發 9個產業園區，

包括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沙崙產業園區、楊梅

幼獅工業區擴大 ( 第二期 )變更都市計畫 、工五工業區

擴大變更都市計畫 、大園智慧科技園區、八德大安科

技園區、新屋頭洲科技園區、大溪草厝江產業園區及

平鎮東金產業園區等；另透過「產業投資標的供需媒

合平臺」協助企業尋找合適的投資用地，解決企業的

用地需求。桃園市產業投資標的供需媒合平臺協助企

業家數，至 2019年達 400家以上。

【電的需求】發展綠能再生能源 
為整合創能、儲能及節能計畫資源，桃園市政府與多

家銀行合作推出「桃園市推展綠能產業專案貸款」，

全力支持在地產業轉型。2018年成立「綠能專案推動

辦公室」，積極推動綠能政策，發展光電、風電及其

他再生能源。桃園市政府鼓勵契約容量 5000kw以上

設置再生能源，2019年轄內已有 23家企業建置，設

置容量達 32.3MW；全市 129個公有房舍已建置太陽能

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容量達 14.08MW，未來也將整合

零碎、小面積的屋頂，朝全民綠屋頂目標前進；而素

稱埤塘之鄉的桃園，也推動 8口埤塘光電，規劃設置

容量 26.9MW；桃園沿海目前共建置 57部大型風機，

此外配合中央推動離岸風力發電，核配 350MW設置容

量，預計 2022年全數完工併聯。

用
水

用
電

土 地

勞
工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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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需求】強化水源供給能力

桃園致力強化水源供應能力，2017年完工的「中庄攔河堰」及「中庄調整池」

工程，當水庫高濁度或緊急狀況時可做為桃園地區備援水源；2019年「板新

地區供水計畫二期工程」完成後，可提升北北桃之間跨區調度；另目前正進

行「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可使石門水庫延壽及提升防洪安

全。此外，桃園也將於北區水資源中心興建全期日產量 11.2萬噸再生水廠，

分三期建設，供應優良水質給工業區、產業專區使用。

【人才、勞工需求】培育人才鏈結需求

桃園是六都之中最年輕的城市，擁有 17所大專院校、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及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等學研機構，每年培育超過2萬5,000名學子。

桃園市政府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結合亞洲‧矽谷計畫及桃園的青創動能，

像是與海洋大學簽屬合作推動國際物流、海洋產業、建立海洋生態教育基地；

清華大學配合桃園智慧城市及「亞洲‧矽谷計畫」等施政重點，培養高端人

才；交通大學規劃結合青埔特區的創業能量，推動智慧生醫的服務創新、人

才培育及產業養成，讓智慧生醫園區成為在地特色。市府也提供專屬性及個

別化的就業服務，媒合求職者及求才者的需求，靈活運用就業促進方案，協

助求職者順利就業、求才者尋覓適合人才。2018年度新登記求職計有 57,657

人次，求才登記 149,827人次，媒合 47,197人次，媒合率高達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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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優惠措施

為提升整體企業競爭力，從各面向協助企業降低成本，

桃園市政府提供多樣性的投資獎勵補助，吸引優質企

業進駐桃園。

桃園市產業發展獎助措施

為獎勵企業投資桃園，補助本市新設投資金額達新臺

幣 5,000 萬元以上，或增設投資金額達 3,000 萬元以上

的公司、法人或企業營運總部。補助產業包括：國際

貿易與物流、航空關聯、文化創意、雲端運算、循環

經濟、生技醫療、工商會議及展覽、複合休閒或研發

中心。

桃園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

資貸款

為協助本市中小企業發展，公司或商業登記於本市，

且符合相關資格的中小企業可申請本貸款。 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地方型 SBIR）

為鼓勵本市中小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研發，公司或商業

登記設立於本市的中小企業，得提出在電子資通、食

品及生技製藥、金屬機械、民生化工及創新服務等五

大領域，具有「創新技術研發」特質之計畫，申請相

關補助。 

桃園市發展綠能產業合作專案

桃園市為打造低碳綠色城市，與彰化銀行、華南銀行、

永豐銀行、兆豐銀行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合作，推出

「桃園市推展綠能產業專案貸款」，全力支持在地產

業轉型，開放設籍、設立於桃園市的企業申請設置再

生能源設備、產業綠色智慧管理、製程改善及低碳技

術等之貸款。 

桃園市推動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實

施計畫

為鼓勵於本市廣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打造低碳

城市之優質居住型態，並帶動太陽光電發展與系統設

置技術，於每一年度編列經費補助計畫，將於年度底

（11至 12月）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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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台達電子創

辦初期即以宣揚環境及自然資源保護、從事創新產品

與節能技術為企業理念。以電源管理的核心競爭力為

基礎，近年來積極拓展相關事業領域，進入電動車、

樓宇節能及綠建築等領域發展，不斷展現創新實力。

台達電子自 1971年成立以來，持續深耕桃園，已陸

續在全省各地打造 10座生產研發基地，其中 8座位

於桃園市，主要以生產電源系統、能源基礎設施、資

通訊基礎設施、電動車動力與充電解決方案為主。響

應桃園市政府提倡在地企業重視環保政策，桃園研發

中心不僅是台達電子工業自動化系統和電動車動力

系統的研發基地，同時也是智慧綠建築解決方案的應

用實驗場所，具體實踐前述「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

經營使命。

台達電子的產品可區分為「電源及零組件」、「自動

化」與「基礎設施」三大業務範疇，整合全球資源，

為企業提供創新及高效率的節能整合解決方案，同時

也以減緩地球暖化為己任，成果倍受肯定。

為因應日益增加的區域性經濟風險，台達電子多年來

積極進行全球佈局、提高製造及出貨彈性，並增加海

外銷售的業務據點。此外，持續擴大臺灣投資也是台

達電子全球佈局的一環，2018年及 2019年接連在桃

園投資超過 45億元購地設廠，擴大電源系統、電動

車、新能源基礎設施等事業項目，以增加新產能，並

透過桃園市政府多次跨局處協處會議，協助釐清相關

法令與建照申請等行政流程，加快投資設廠的步調。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桃園 企業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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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icro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高效能伺服器創新技術

領導者，是資料中心、雲端運算、企業 IT、Hadoop /

大數據、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智慧製造和嵌入式

系統等領域的主要供應商。26年來透過先進的 Green 

Computing系統，幫助全球企業部署最節能的資料中

心，並開發 Resource Saving Architecture系統來降低環

境衝擊，致力提供市面上最節能、最環保的伺服器解

決方案。依據 IDC在 2018年的報告指出，Supermicro

為全球第 3大伺服器供應商。

Supermicro於 2000年在臺設立子公司—美超微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初期以研發為主，與矽谷團隊

共同開發高階伺服器產品。為響應政府鼓勵回臺投資，

2009年在桃園八德區成立美超微科技園區，迄今業已

投資超過新臺幣 100億元。

美超微電腦未來將積極擴建亞太營運中心、研發中心、

運籌中心與智慧製造中心，培養在地軟體、硬體研發

人才，佈局高效能運算（HPC）、人工智慧（AI）、第

五代行動通訊（5G）、智慧物聯網（AIoT）、智慧城

市、智慧製造等關鍵產業應用，開發新世代前瞻技術，

以因應未來趨勢挑戰。

為因應 Supermicro業務高度成長的需求，Supermicro

決定增加在臺投資，擴建 80萬平方英尺廠房。透過桃

園市政府協助邀集中央相關單位，多次召開中央與地

方跨部會的協調會議並促成共識，使 Supermicro得以

在最短時間內解決興建第二期廠房所面臨土地與建物

的問題，再次展現桃園市政府招商的決心與優異的行

政效率。

美超微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桃園 企業見證



24

為追上快速移動、無縫連結、永續發展的全新世界，

睿能創意從使用能源、消費能源與體驗能源開始，利

用大數據的無限可能與對智慧科技的持續需求，以智

慧雙輪（SmartScooter）、Gogoro Network及移動共

享服務（GoShare），積極打造城市交通並致力於發

展智慧綠色運輸服務。

智慧雙輪（SmartScooter）是一款可透過手機、智慧

手錶連線，進行相關設定操作及車況監控的電動機

車，創新的換電方式與極具設計感的車體設計，不斷

顛覆消費者對電動機車的想像。此外，睿能創意也致

力發展潔淨的智慧能源，透過具備能源調度能力的智

慧電網，成為城市電力調節樞紐。

睿能創意從研發、製造及生產都選在桃園，目前在臺

灣擁有兩座工廠，皆位於桃園龜山區，2019年斥資

50億元打造第三條動力電池生產線，提升電池續航

力，擴大動力電池產能，以因應車口數增加的需求。

桃園市政府不僅鼓勵民眾汰換老舊、高汙染的二行程

機車，也補助民眾新購及換購電動機車，因此電動機

車設籍數為六都第一。2019年 8月睿能創意與桃園市

政府合作推動 GoShare移動共享服務計畫，以桃園做

為示範城市，利用本市 39處公有停車場畸零空間，

設置電動機車充電設施，目前全市已設置 1,056處充

（換）電站及 3,159個電動機車充電停車格，讓民眾

能隨時隨地輕鬆租借電動機車，提供另一種大眾運輸

選擇。另，桃園市政府與睿能創意合作辦理「全台串

聯—綠色運具推廣暨環保大使」等各項綠色運具推廣

活動，展現睿能創意與市府致力推動低污染運輸的決

心，發展更乾淨、更環保、更智能的交通運輸服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桃園 企業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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