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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中
科七星園區二階環評，於今

年6月13日環保署環評審查委

員會第332次會議決議通過審查。

103年1月21日環保署第254次環評

委員會決議本案應繼續進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本局即積極著手

執行二階環評程序，歷經1次範疇

界定及11次延續會議、3次專案小

組審查會以及2次環評大會，經過4

年半的努力終於通過審查。

可引進產業擴增  有利發展

95年1月3日經行政院核定七星園

區籌設計畫，基地面積約111.63公

頃，本園區通過2次第一階段環評

及1次第二階段環評審查，目前公

共工程皆已啟用，而可出租供廠商

設廠使用之「園區事業專用區」用

地共計約72.59公頃，除已有光電公

司進駐營運外，亦有廠商正與本局

洽談進駐事宜。本案環評通過後，

除讓已進駐廠商營運更順利，可引

進產業也擴增了光電、精密機械、

生物科技、綠能及其他科學事業等

潛力產業，對於未來園區發展十分

有利，亦有助於增加就業機會及促

進地方發展。

充分溝通  環評圓滿落幕

本案二階環評程序歷經4年多，在

!

文、圖／環安組 吳憶伶、營建組 蔡榮峯

   七星園區二階環評過關
Congrats! Chising Park Passes Second-Phase of EIA

おめでとう！七星パーク第二段階環境アセスメントに合格

範疇界定會議及審查會的過程中，

讓關心本案的當地鄉親、環保團體

皆能到場參與，充分表達意見。本

局亦依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及地方

人士建議，執行環境調查及回應審

查意見，規劃友善環境之環保措

施。此外，103年間與行政訴訟原

告達成之和解也已落實執行，本案

通過大會審查可說是讓歷經12年

的中科環評案圓滿落幕，未來七星

園區發展亦得以朝向與地方和諧共

榮之方向邁進，希望大家共同攜手

合作，樹立環保經濟兼顧的園區典

範。

七星園區創造生態、生活、生產的多元空間；滯洪池兼具景觀、公園、綠地等功能。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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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楊素琴

智慧機械科技大賞登場 
為產業注入新能量
Joint Achievement Exhibition for Smart Machinery Development Projects 

スマート機械科学技術大賞が登場  産業に新エネルギーを導入

智
慧機械科技大賞聯合成果發

表會 6月 8日於本局精彩登

場，由科技部部長陳良基、科學園

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臺中市

政府專門委員江振瑋及本局局長陳

銘煌開場致詞與座談，現場高朋滿

座，產官學代表共170餘人共同參

與，為中部地區智慧機械發展擘劃

新藍圖。

中科配合政府推動前瞻技術　

營業額再攀升

陳部長致詞表示，政府推動前瞻技

術不遺餘力，尤其台中是智慧機械

產業發展基地，希望能打造全球最

大智慧機械產業群聚地。特別是政

府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現有產

業升級加值計畫，期盼透過鼓勵學

研單位將研發成果產業化，帶動未

來新興產業發展。

陳局長致詞表示，中科園區今年

1月至4月營業額達新台幣2 , 1 4 5

億元，較去年同期1,564億元成長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右一）參觀計畫成果展示攤位。

座談會與談貴賓（由左至右：高雄科技大學副校長周至宏、程泰機械公司董事長楊德華、臺中市政府專門委員江振瑋、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理事

長沈國榮、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本局局長陳銘煌、均豪精密公司董事長葉勝發、逢甲大學副校長黃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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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37%，主要為積體電路成長約69%

及精密機械約成長20%。因受惠於

半導體及精密機械設備產品訂單能

見度佳，以及行動裝置、物聯網等

新興應用領域商機持續發酵，可望

推升國內出口動能，進而推升園區

廠商營業額，預估中科107年營業

額將較106年成長10%，突破6,200

億元。此外，中科自98年以來，推

動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與

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

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等產學合作計

畫，成果十分豐碩。另中科自106

年度起推動「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

自造基地計畫」，將建構完整智慧

機器人生態體系及促進AI智慧機械

產業聚落之發展。

發表會促進交流　

盼產學攜手進軍國際

本次發表會共展出26個計畫成果，

包括「單機設備或單元智能控制系

統先進技術及加值軟體研發專案計

畫」、「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

畫（智慧機械領域）」17個重點研

發團隊，及本局「高科技設備前瞻

技術發展計畫第二期計

畫」與「強化區域合作

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

航太產業升級研發補助

計畫」9個核准補助廠

商。

其中，均豪精密公司所

執行之LTPS ELA前蝕刻

製程設備開發計畫，於

107年獲得面板廠客戶

G 10.5蝕刻機訂單，及開發全自

動大尺寸玻璃磨邊導角設備開發

計畫，最大可支援110吋面板研

磨；逢甲大學教授彭信舒團隊執

行「射出成型單機智能化關鍵技

術開發之研究」射出機進行訊號

診斷，並透過網路傳輸給使用者

或製造商；國立勤益科大教授姚

賀騰團隊執行「國產車床工具機

主軸周邊智能化機能技術開發」

發展工具，具監控/APP開發及可

攜式主軸診斷器開發；國立中正

大學教授陳世樂團隊執行「智動

化虛實製造系統控智基礎技術」

發展人機介面與整機模擬技術、

智動化運動控制技術與智動平台

之感測監控、串列通訊與雲端等技

術；逢甲大學副校長黃錦煌團隊執

行「精密主軸於智慧型滾齒機之應

用暨推廣」達到虛實機電一體化，

並建立國內第一套國產化智慧射出

成型整合系統與示範場域。透過智

慧機械關鍵技術的展示與分享，更

希望能促進中部地區產學交流，進

而攜手合作打進國際供應鏈。

除技術展示外，新世代人才更是社

會未來強大的生產力，因此活動中

特安排智慧機械重點研究團隊進行

口頭發表，鼓勵年輕學子站上台，

以新世代的語言與產業界人士進行

雙向交流，透過產學跨域交流，將

研發的創新點子注入產業，也讓產

業的實務經驗回饋研發團隊，產研

融合，加速研發成果產業化。

因應工業 4.0時代
程泰公司準備好了

陳部長隨後前往程泰公司參訪智

慧機械示範生產線，程泰公司董

事長楊德華親自導覽並表示，工

業 4.0是未來趨勢，而程泰公司將

以自主研發的三大軟體（G.LINC、

G.NET、SVI）為基礎持續發展，實

現智慧工廠中所需的關鍵技術應用

於實務中。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接受記者聯訪。

聯合成果發表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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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園區同業公會於6月6日假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

行高階主管聯誼會，臺中市政府副

秘書長郭坤明、園區公會理事長沈

國榮、本局局長陳銘煌、工研院機

械所所長胡竹生等人皆到場與會。

眾人齊力  
中科園區第一季營業額再成長

本局陳局長致詞時表示，中科園區

107年1至4月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成

長37%，且台中園區擴建計畫順利

推動，皆是園區廠商共同努力的成

果，並感謝公會及園區廠商對本局

的支持與配合。而中科建置的「智

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自開幕以

文、圖／企劃組 秦惠桑、投資組 沈慈雅

高階主管聯誼會暨模範勞工表揚
CTSP Top Executives Gathering & Model Labor Awards

CTSP同業組合上級管理職懇親会及び模範労働者表彰式

來，已陸續舉辦一系列的訓練與競

賽活動，培養青年學子機械研究創

新、設計能力，今年8月份也爭取

到FIRA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

的主辦權，預計更將帶動國內AI智

慧機器人風潮。

為讓大家了解自造基地之設施及功

能，會中由自造基地計畫辦公室副

主任李金揚介紹自造基地。接著由

工研院機械所胡所長主講智慧自動

化專題，讓大家更了解智慧機械製

造趨勢；之後安排臺中市政府郭副

秘書長介紹今年的臺中盛事－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

最後的交流座談，本局陳局長針對

大家關注之氣體排放議題回應說

明，園區已成立環保監督小組，成

員中並有環團加入，係園區首例。

該小組將持續定期召開會議，監督

園區環保、空氣品質等，請大家放

心。

表揚模範勞工  現場洋溢歡樂氣氛

當天同時進行1 0 7年模範勞工頒

獎，以肯定他們對廠商營運發展之

貢獻。42名模範勞工，依序由園

區公會沈理事長、本局陳局長、園

區公會副理事長李金恭及臺中市政

府郭副秘書長頒發獎座，獲獎人的

親友團亦到場祝賀，整個活動在與

會人員熱情參與下，洋溢喜悅的氣

氛，順利圓滿結束。

臺中市政府副秘書長郭坤明（前排左一）、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左二）、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前排左三）、副理事長李金恭

（前排左四）與107年度中科園區模範勞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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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前排中）、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六）、正瀚生技公司董事長吳正邦（前排左六）與參與貴賓合影。

正瀚生技公司董事長吳正邦（右一）親自接待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左二）、本局局長陳銘煌

（右二）等人參觀實驗室。

文、圖／投資組 鍾文博

國發會陳主委訪視正瀚生技

聆聽農業政策建言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Delegation Paid a Visit to CH Biotech 

国家発展委員会が正瀚バイオテク会社を訪問  農業政策のアドバイスを傾聴

國
發會主委陳美伶率副主委邱

俊榮及主管同仁於6月23日

上午訪視中興新村台灣省政府及相

關廳舍，下午則由本局局長陳銘煌

率同仁陪同參訪中興園區廠商正瀚

生技公司及中創園區。正瀚生技公

司由董事長吳正邦親自接待，並帶

領陳主委等人參觀甫於6月19日開

幕之全球研發中心暨營運總部，經

由吳董事長詳細介紹各個研究實驗

室，讓參訪人員留下深刻的印象。

吳董事長分享台灣研發、美國製造

及行銷全球的想法，並提出幾項建

議，包括適度鬆綁政府法規，例如

過去正瀚進口無菌密封植物種子

時，曾遭海關剪開檢查，是否能有

其他方式；另外政府審查研發補助

計畫，也建議可加強延攬具實務經

驗的業界專家委員等。陳局長於現

場立即說明園區係保稅區，有專屬

海關，可協助解決進出口報關問

題；另有關產學合作計畫審查委員

部分，科技部亦已邀請相關產業界

的專家參與審查。

貼近產業  推升農業新層次

陳主委致詞時則表示，國發會將成

立中興新村活化辦公室，並感謝吳

董事長願意從美國回台灣創業投資

高科技農業生技公司，而中科能引

進該公司至中興園區，正好讓正瀚

生技公司有發揮的空間。而吳董事

長提出精準農業的觀點令人耳目一

新，讓政府推動新農業政策有了更

高的層次。除了打造完善的投資環

境，廠商若有任何問題，政府也都

願意協助解決，並提供研發人員更

優質環境。最後她特別感謝吳董事

長願意開放大家參觀廠區、分享新

觀念，並提供其蒐集的藝術畫作

給大家欣賞，可見他不只是科技

人，更是文化人。

本次參訪行程安排得十分豐富，使

得交流熱絡，欲罷不能，最後順利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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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附二期新廠完工後啟用將

有助擴大營運能量，發揮同

時專精於鋁合金與不鏽鋼腔

體的製造優勢，更可望將製

程延伸產品製造能量到後段

的表面處理，提供給客戶更

完整、快速整合製造服務，

承製更多先進的顯示器設

備，將台灣打造為全世界顯

示器設備的重要製造基地。

正瀚生技總部開幕 
加速精緻農業產業化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6月19日於中

科中興園區舉辦全球研發中心暨企

業總部開幕典禮，科技部次長許有

進及本局局長陳銘煌皆受邀參加，

場面熱鬧隆重。

許次長致詞表示，正瀚生技開發各

項精緻農資產品，協助解決農業人

園區要聞 Park News

文、圖／投資組 唐佩珍、王志群、鍾文博、沈慈雅

千附實業中科二期廠房落成啟用，臺中市市長林佳龍（右五）、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左三）、

千附實業董事長張瓊如（左五）等人出席剪綵儀式。

千附實業中科新廠啟用
營運添動能

中科后里園區廠商千附實業新建的

中科二期廠房落成，於6月8日舉辦

啟用典禮，新廠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3,200坪，投資金額約6.1億元，主

要生產面板、光電、半導體設備零

組件，年產值將可達10億元以上。

臺中市市長林佳龍、本局副局長許

茂新、美商應用材料公司副總裁

Duane Loos均受邀出席。

千附實業分公司自 97年進駐中科，

迄今逾 10年，與園區相關產業群聚

發展，垂直整合、水平合作，已成

為中科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千

附公司的鋁合金腔體焊接技術不僅

獲得國際設備大廠之認證，更能客

製化，精準掌控客戶需求及品質。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 （右一）、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一）
與正瀚生技董事長吳正邦（中）合影。

園區廠商喜訊頻傳

新廠及總部陸續完工啟用
Opening Ceremony of Chenfull's 2nd Phase Plant & CH Biotech's R&D Headquarters 
& Completion Ceremony of Yung Sheng Optical's New Plant

千附実業CTSP工場、正瀚バイオテク会社本部と永勝光学のオープニング式典

力不足及糧食短缺之問題，正是政

府推動新農業產業創新計畫之具體

展現。期許正瀚生技在園區優良投

資環境及行政服務下，能開發更多

精緻農資產品。

陳局長則表示，中興園區已核准正

瀚生技等11家高科技廠商及2家研究

單位進駐，土地核配率近5成，員工

數截至5月有631人。正瀚生技之開

幕營運具國家農業生技發展指標性

意義，能增加台灣農業科技研發實

力，預期將為台灣創造可觀外匯收

入及稅收，帶動精緻農業發展，亦

符合政府5+2產業創新政策。

正瀚生技董事長吳正邦感謝本局的

支持與協助，該公司採「台灣研

發、美國製造、全球行銷」營運模

式，與國內學術機構產學合作，未

來仍將持續在國內投資，為台灣農

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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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小檔案

正瀚生技全球研發中心及企業總部

正式營運，期待正瀚生技開創台灣

精緻農業新紀元，成為中興園區新

地標及新農業指標。

金可集團永勝光學中科廠房
竣工典禮  圓滿成功

金可集團暨永勝光學於6月27日舉

行中科新廠竣工典禮，本局局長陳

銘煌、南科管理局局長林威呈、臺

中市副秘書長郭坤明、臺中市磐石

會會長張經金、園區同業公會秘書

長張致遠、立委盧秀燕、江啟臣、

顏寬恆、施義芳及東海大學校長王

茂駿等人皆出席典禮儀式。

董事長蔡國洲致詞表示，新廠為集

團生產隱形眼鏡高階產品基地，非

常感謝本局的大力協助，將持續投

資及增設全自動設備，並招聘超過

1,000名員工。

陳局長致詞時則祝賀其新廠圓滿竣

工，也期待金可集團永勝光學繼續

投資二林園區，帶動中部地區的發

展，更希望未來中科智慧機器人自

造基地能與金可集團有更多合

作機會。

永勝光學中科新廠為地下一

層、地上十層建築，占地2公

頃，新廠完成後產能倍增，將成

為全球隱形眼鏡市場領頭羊。

正瀚生技總部開幕，現場貴賓雲集。

● 千附實業

 千附實業在71年成立，於75年響應政府政策投入航太工業，於99

年以既有成熟加工技術及品質系統切入半導體設備精密零主件，

目前主要從事生產航太工業機身金屬結構和引擎零組件、光電和

半導體設備精密零組件。

● 正瀚生技

 正瀚生技於104年12月核准進駐中興園區，係專注於發展高科技精

緻農業之研發型公司，以非基因改造之活性成分，配合開發各種

植物生長所需之環境及技術，開發各項精緻農資產品，協助解決

全球農業問題。

● 金可集團永勝光學

 金可集團永勝光學公司研發生產「角膜接觸鏡」及「高效能角膜

接觸鏡護理液及潤眼液」，擁有多項隱形眼鏡製造關鍵技術及許

可證，產品極具競爭力。100年正式進駐中科後，業績呈現跳躍式

發展，近3年每年成長率更高達50％以上，前景看好。

金可集團永勝光學新廠竣工典禮，立委施義芳（右二）、立委江啟臣（右三）、立委顏寬恆（右五）、立委盧秀燕（右六）、臺中市政府副秘書長郭

坤明（右一）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七）、南科管理局局長林威呈（左二）、金可集團董事長蔡國洲（左三）與參與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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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雲志、朱婉婷

中科園區投資招商說明會  成果豐碩
Erlin & Huwei Park Investment Seminar Co-hosted by CTSP &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投資誘致説明会に大勢の方が参加

本
局6月28日與虎尾科技大學

共同舉辦「中科園區投資招

商說明會」，由虎尾科技大學副

校長楊達立及本局局長陳銘煌聯

合主持，與會貴賓包括雲林縣副

縣長丁彥哲、立法委員洪宗熠、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分署長陳瑞嘉以及多位協會與廠

商代表等，藉此次說明會詳細介

紹中科投資環境、投資優惠措施

及申請入區程序等議題。

二林園區準備好了  蓄勢待發

首先丁副縣長表示，虎尾園區鄰

近雲林高鐵車站及國道一號台78

快速道路，交通便利且生活機能

完善，鼓勵大家踴躍投資；本局

陳局長則表示雲林高鐵車站通車

後，虎尾園區招商日益順利，保警

大樓興建已近完工，標準廠房亦規

劃興建中，歡迎廠商投資進駐；洪

立委則感謝中科多年努力，讓二林

園區環評順利通過，歡迎大家來二

林園區投資。

二林園區的發展可紓緩國內廠商對

建廠土地之需求，加以中科刻正積

極推動「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

基地計畫」，亦可協助精密機械產

業智慧升級，未來二林園區將成為

智慧機械與精密機械上下游完整產

業聚落，並朝向與地方和諧共榮的

方向邁進，樹立經濟與環保兼顧的

典範。

截至目前，二林園區已核准廠商包

含精密機械及生物科技等相關產業

計有16家，總計核准計畫投資額為

新台幣約555億元，土地需求約140

公頃，另有多家高科技廠商表達高

度入區意願。

中科資源豐富  生醫產業新聚落

配合行政院智慧機械推動方案，中

科自106至109年辦理「強化區域

合作－推動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

級計畫」，提供園區及其供應鏈廠

商研發補助資源；也將在108年推

動「醫療器材產業加速新創與國際

躍升推動計畫－加速中部地區生醫

產業創新計畫」，搭配中科園區既

有精密加工、光學產業優勢，結合

微創醫材、醫療輔具廠商與醫院資

源，協助廠商高值化微創手術器械

與智慧輔具產業發展，逐步使中科

發展為生醫產業新聚落。

本次參加說明會之廠商

代表踴躍，總計43家廠

商超過100人，與會者均

表達對投資中科之高度

興趣，招商成果豐碩，

為二林及虎尾園區的蓬

勃發展開創嶄新的氣

象。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二）、立法委員洪宗熠（左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分署長陳瑞嘉（左一）、

虎尾科技大學副校長楊達立（右一）回應與會廠商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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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可進駐園區的組織類型，未來引

進科學事業之組織型態不限於「股

份有限公司」，只要是依法設立的

公司、分公司或其他商業組織，如

「有限公司」、「有限合夥」等型

態之商業組織皆可進駐園區。同

時，亦刪除須具有相當之研究實驗

儀器設備、設有研究發展部門的限

制，以擴大引進具技術研發之事

業。另為強化園區促進新創事業發

展之功能，刪除業者進駐創業育成

中心不得超過3年之限制。上述修

法內容有助營造良好新創投資環

境，增進園區創新動能。

活化園區場域  促進科技產業升級

此次修法為活化園

區場域利用，發揮

資源最大效益，

避免廠商私有

廠房閒置，除

修正積欠租金

逾4個月租額者，
2

管理條例鬆綁  科學園區創新轉型
On Amendments to Statut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Science Parks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のモデルチェンジを推進  管理条例を調整

文／企劃組 陳俊安

為
配合園區創新轉型，引進多

元新創產業、活化園區場域

利用，發揮資源最大效益及因應實

務運作之需，以利科學園區業務推

動，科技部積極展開《科學工業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之修法作業，

經立法院會於5月15日三讀修正通

過，總統於6月6日公布施行。

放寬進駐條件  營造良好投資環境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原名為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刪除「工業」二字，且為摒除園區

產品製造之工業思維，以利聚集更

多元之技術、創新研發及提供廣泛

之服務態樣，因此將「科學工業」

修正為「科學事業」。同時亦放

管理條例修法後，科學園區的

未來發展方向。

園區管理局即得終止租約收回租地

外，並為使園區內之私有廠房及有

關建築物於不當使用或經廢止投資

案令其遷出園區時，能有效益進行

處理，參酌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

定，增訂限期改善、罰鍰及協商等

漸進式多元行政管制措施，且得由

園區管理局進行強制拍賣。

為滿足園區從業人員之國內外科技

人才子女就學需求，本次修法刪除

「園區內」設立實驗中小學及雙語

部之限制，並增訂於園區內設立

「托嬰中心」。此外，簡化園區內

坵塊併分或公共設施局部調整所涉

環評事項，以促進廠商投資意願；

對於供公眾使用空間也有所規定，

違者處以罰鍰，以防公眾使用受影

響。

期盼科學園區藉由本次修法，可吸

引多元企業進駐，加強新創和現有

科技產業之鏈結，讓科學園區成為

產業創新的築夢基地，促進我國科

技產業升級。

管理條例鬆綁後，本局可擴大引進多元新創產業。

多元引進

管理強化

創新創業

活化廠房

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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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基地 Robot Fun

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沈慈雅

中科智慧製造與自造基地發展

獲科技部次長許有進讚許
Deputy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Yu-Chin Hsu Inspected Cosen 
Mechatronics & AI Robotic Hub at CTSP

CTSPのスマート製造とロボティクスハブを  科技部許次長が絶賛

科
技部次長許有進關心中科智

慧製造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

造基地發展情形，於6月15日蒞臨

中科，由本局局長陳銘煌率同仁拜

訪后里園區智慧製造典範廠商「高

聖精密機電公司」，並視察自造基

地與現場maker互動交流，聽取各

方意見及了解基地未來推動方向。

參訪高聖  了解中科智慧製造情形

「高聖精密機電公司」曾獲科技部

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之研

發補助，並成立邁克邏輯聯網公

司，專攻智慧切削雲端科技研發製

造。許次長對於其全力投入創新研

發表示嘉許，高聖公司董事長黃木

水及副總吳迎帆親自接待並說明

目前的新設備及投入工業4.0的技

術。

視察自造基地  與maker互動

隨後許次長前往「中科智慧機器人

自造基地」，了解自造基地maker

進駐需求。自造基地6月全面完工

開放，目前已有單位進駐，包括東

海大學工業設計系主任羅際鋐率領

學生善用廢紙箱創作恐龍原型，並

用3D掃描與列印設備製作縮小版

恐龍原型，讓學生創意經過基地設

備自造創作，許次長也鼓勵師生動

手做以驗證所學；另自造基地B1

約有25位maker使用設備，其中有

maker表示雕銑機是本自造基地特

殊設備，未曾見過其他自造基地有

此設備，讓他慕名而來。

讓maker揮灑創意的絕佳空間

中科自造基地是在行政院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數位建設經費挹注下

所設置，提供舒適環境及實用設

備，包含1F的show room展示國內

外機器人相關產業的產品及零組

件，目前有日商安川電機與發那

科、台達電、新漢、勤堃、勵德

自動化與工研院等智慧機器人設

備；1F的展場則設計成可變動式展

場、競賽場、半開放式有特色之

自造者組裝工作區，以靈活運用

空間；B1為maker提供多元大型加

工設備的「創客工廠」，包含金

工區、CNC車床區、木工區、電

路製作區、開放組裝工作區與雷

切區等6區，全新的設備已於6月

底全面開放，使用前需先預約；

因有安全上的顧慮，相關規定及

預約方式請至中科基地官方網站

（https://ctsphub.tw/）了解。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右三）、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二）、主任秘書林梅綉（右一）、高聖精密
機電董事長黃木水（左三）、副總吳迎帆（左二）合影。

東海大學副教授羅際鋐（左三）向科技部次長

許有進（左二）介紹學生善用廢紙箱創作，並

用 3D 掃描與列印設備，實現縮小版恐龍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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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

前進偏鄉舉辦FIRA訓練營  接軌國際 
CTSP Held FIRA Training Camps to Promote Robot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FIRAトレーニングキャンプを辺ぴな地域で開催

2018FIRA世界盃智慧機

器人運動大賽即

將在8月3日至7日盛大開賽，為吸

引更多台灣隊伍參賽，並鼓勵偏鄉

及震災地區學校加入這場賽事，本

局特別規劃於6月2日至3日以及9日

至10日，至花蓮

震災地區學校─

復興國小、中正

國小與玉里國中

等 3所學校，舉

辦花蓮區「2018 

FIRA Youth世界盃

青少年機器人訓

練營」。本次花蓮地區訓練營是與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合作，由教育處

教網中心協助招生，共有花蓮縣19

所中小學報名參加，約有90位師生

參與，其中復興國小、海星國小、

花崗國中、中正國小、華大附小與

國風國中都是遭受地震災害的學

校。另為了接軌國際，更邀請國外

機器人專家擔任活動教練，讓參與

學生充分體驗國際競賽，吸取國際

經驗。

2018 FIRA世界盃大會主席高雄科技大學教授杜國洋（中右一）、花蓮縣教
育網路中心校長許壽亮（中）及復興國小校長陳俊仁（中右二）與營隊學

員合影。

文、圖／投資組 王志群、沈慈雅

機器人輔具  帶動中科智慧醫療新契機
Forum & Experience Camp for Exploring Future Trends in Healthcare Robotic 
Assistive Devices 

生活支援ロボットの未来トレンドフ
ォーラムと体験会

本
局鏈結中原大學跨界資源，

6月22日在中科智慧機器人

自造基地舉辦「機器人輔具的未來

趨勢論壇暨機器人輔具體驗營」，

由衛生福利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

合推廣中心」教授李淑貞及仁大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賴政隆分

享臺灣輔具產業的未來趨勢，並介

紹目前機器人在醫療照護應用的發

展，共計有近百位青年學子及近30

名社區長者參加。現場同步舉行

機器人輔具體

驗，搭配闖關

體驗集點抽獎

等趣味性競賽

活動，有效引

導在場參與民眾對機器人輔具進一

步的認識，進而帶動國內機器人輔

具發展與交流，推動長照醫療最佳

解決方案。

本局局長陳銘煌致詞時，除感謝中

原大學對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計畫的

支持外，也表示中科另有生技醫療

相關補助計畫，鼓勵相關單位與本

局合作，此外，陳局長亦說明中科

自造基地每月第二、四周之星期四

均舉辦蘿蔔頭之夜，邀請Maker分

享經驗，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與會貴賓合影（由左至右：中原大學教授蔡育秀、弘光大學教授廖本義、

國立陽明大學教授李淑貞、本局局長陳銘煌、中原大學教授邱謙松與中科

自造基地副主任李金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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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競賽名人實作分享講座（下）
Forum on Sharing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Joining Different Robotic 
Competitions (Part II)

ロボットコンテストの先輩たちが経験を分かち合う

文、圖／投資組 廖麗雲

本
局5月26日於中科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辦理「機器人競

賽名人實作經驗分享」，邀請機器

人競賽優秀團隊分享比賽經驗，其

中中科FRC臺灣校際盃練習賽－澳

洲區前四強明道高級中學的3位團

隊代表已於165期介紹，本期續介

紹其餘4位好手的分享。

賴宥澄分享亞馬遜挑戰賽經驗

賴宥澄就讀於淡江大學，他與同學

所組團隊，是2017年亞馬遜挑戰賽

決賽的16支隊伍中，台灣唯一入圍

的隊伍。他提到， 這個競賽是

亞馬遜想要達成自動化上下

貨所舉辦，共分為三個項

目：1.夾取（pick task），

將物品夾取至紙箱內；

2.放置（stow task），

從運輸箱內取出物

品，放置到櫥櫃

上； 3 .最終任務

（final round task），

把所有物品放置好

後，再將指定物夾至箱

子內。

比賽時要夾取的物品，有一

半已知，另一半未知，因為

物件多樣且隨機堆疊，部

分物體為不規則形狀讓

人無法預測，所以困難

點即在於「物件辨識」和

「機器人控制」。

賴宥澄表示，他們的對手來自

全球頂尖大學，包括麻省理工學

院、普林斯頓大學、杜克大學、南

洋理工大學、卡爾斯魯厄理工大學

等等。所有入圍隊伍均有一定程

度，而最後致勝關鍵不見得是誰技

術更好，因為在比賽時，有些複 雜的問題，更適合用簡單的方法解

決。他最後表示，這場競賽，讓他

見識到這些頂尖大學的人才如何解

決問題，可說是最大的收穫。

葉奕伸分享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

競賽經驗

葉奕伸也來自淡江大學，他們團隊

參加的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是

台灣本土的比賽，在106年第10屆

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中，獲得

機器手開發組與應用組雙向冠軍。

競賽主要有四個項目：1.智慧堆

疊，機械手臂須於時間內抓取英文

字積木，並堆疊至指定區域由上而

下排出 2017/HIWIN/ROBOT；2.機

械揮毫，機械手臂抓取多支色筆在

亞馬遜想要達成自動化上下

貨所舉辦，共分為三個項

目：1.夾取（pick task），

後，再將指定物夾至箱

比賽時要夾取的物品，有一

半已知，另一半未知，因為

賴宥澄表示，他們的對手來自

全球頂尖大學，包括麻省理工學

院、普林斯頓大學、杜克大學、南

洋理工大學、卡爾斯魯厄理工大學

等等。所有入圍隊伍均有一定程

賴宥澄

葉奕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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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排球上繪製出規定大小的「台

灣」並塗滿及寫出「HIWIN」；

3.眼明手快，將不同形狀、不同顏

色的物品於最短時間內將物品丟入

正確的配合洞口。4.智慧裝配，需

在時間內將螺栓、螺帽與墊片分類

完畢，並將螺帽鎖入裝置好墊片的

螺栓上。

葉奕伸說，準備比賽的過程非常辛

苦，因為他們的對手來自台大、成

大，所以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有時

候甚至從晚上一直測試到隔天早

上6點，可說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

步。未來他們將嘗試參與國際性比

賽，並將經驗從研究生傳承給大學

部的學弟妹，讓淡江大學繼續發

光。

張安宏分享 RoboCup及 FIRA 
RoboWorld Cup經驗

 張安宏曾在2015年至2017年連

續三年，獲得RoboCup中型人形

機器人競賽的亞軍，並於 F I R A 

RoboWorld Cup 2017中獲得大型人

型機器人冠軍。

RoboCup有很多比賽項目，他們參

加的人形機器人比賽分成技術挑戰

賽及正規賽，前者是考驗機器人在

跳高、姿態平衡、提高球速度反應

等基本能力，

後者則需與

其他團隊

進行足球

賽，而且參賽的機器人在進場過程

中不可以有人為操作，所以必須有

自主定位、視覺辨識以及跌倒爬起

等能力。

FIRA RoboWorld Cup要測試機器人

是否有挑戰能力，比賽項目包括馬

拉松、跳遠、來回走、罰球、籃球

射進及高低攀爬障礙等。所有比賽

不能有人為控制，所以機器人自主

定位的能力非常重要，而且要有基

本的影像辨識。因為是類人比賽，

測距時只能用影像，不允許運用遠

紅外線或雷射。

人形機器人的運動控制比一般機器

人困難，要讓人形機器人走路穩

定，張安宏投入很長的時間，等到

機器人的步伐穩定後，就開始精進

後者則需與

其他團隊

進行足球

影像辨識技術。每場比賽都讓張安

宏的團隊一再進步，技術越來越進

步。

張承翰分享 2017國際奧林匹克機
器人大賽經驗

2017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共

有53國近400支隊伍參賽，而張承

翰的團隊最後取得足球組冠軍，他

特地與大家分享其競賽方式、致勝

關鍵及技術。它的規則與足球賽相

同，競賽的機器人由程式控制，攻

擊機要將球推進敵方球門，防守機

則要在球門前防守，比賽分上下

場，各進行5分鐘，中場休息5分鐘

調整機器人。若最後雙方踢進球數

相同，則以單機PK賽決勝負。

張承翰說，獲勝關鍵在於機器

人的速度快與穩定度，所以

他們的機器人以4顆馬達控

制4顆萬向輪，不僅靈敏

度高、速度也很快，因

此他們大膽採用雙攻

戰術，放空球門，

讓兩台機器人都

去進攻，因為對

機器人回防的速

度有信心，最後也

果然順利奪冠。

張承翰從這場賽事中成

長很多，不僅提升了英文

溝通能力，也培養出臨危不

亂、快速調整步調以及堅強的

意志力，讓他覺得參與比賽非常值

得。

人的速度快與穩定度，所以

他們的機器人以4顆馬達控

制4顆萬向輪，不僅靈敏

度高、速度也很快，因

此他們大膽採用雙攻

戰術，放空球門，

度有信心，最後也

果然順利奪冠。

張承翰從這場賽事中成

長很多，不僅提升了英文

溝通能力，也培養出臨危不溝通能力，也培養出臨危不溝通能力，也培養出臨危不

亂、快速調整步調以及堅強的亂、快速調整步調以及堅強的亂、快速調整步調以及堅強的

張安宏

張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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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小孩都玩瘋的蘿蔔頭之夜 
AI Robotic Hub at CTSP Held Robot Night Sessions to Inspire Makers' Creativity 

CTSPロボッティクハブでのイベント：ロボットのナイト

文、圖／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計畫辦公室 侯愷均

迎
接AI世代，座落於中部科學園

區內的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以下簡稱中科基地）在政府

推動AI、機器人產業升級的相關政

策計畫下誕生，就是希望能成為亞

洲最佳的機器人自造與研發示範基

地。另一方面，為了全方面提供創

客相關服務，中科基地也舉辦多元

競賽與創客課程、國際論壇與產業

研討會、展演活動與交流平台；其

中，最受到歡迎的即為工程師與創

客的常態性聚會－蘿蔔頭之夜。

非典型交流會  蘿蔔頭之夜好吃又
有趣

蘿蔔頭之夜有別於正規的課程、論

壇形式，以活潑、多元與彈性的方

式進行，其三大精神是「分享、共

創、交流」，並免費提供各種工程

師的最愛點心，如雞排、披薩、可

樂與冰棒等，希望能在輕鬆的氛圍

下，讓大家無私分享、交流與互

動。中科基地周圍皆是科技大廠，

可說是一大優勢，因為許多擁有高

技術的工程師，同時也是一群夢想

者，便可利用下班時間來一圓創客

夢，並與其他創客、設計師、學生

進行創意的互動與交流。

多元主題  邀請大家一起來聊天

截至目前為止，蘿蔔頭之夜已舉辦

三場次，主題分別為「臥雲工作室

∼打造屬於你的光劍」、「新竹創

客家賴信吉∼價值共創於自造者社

群的經驗分享」與「張哲源設計師

∼手工藝美感培養－印章篇」，每

場皆約有40人次參與，可說是內容

知性與經驗理性的小型交流會，未

來也會持續推出多元主題，吸引大

家來參與。在「打造屬於自己的

光劍」活動中，就有工程師攜家帶

眷前來參與，大人小孩各拿一把光

劍玩得不亦樂乎，造成熱烈迴響，

更有工程師的小孩受到啟發，向父

母表示想要打造屬於自己的「酷」

玩具。期望透過此平台，讓中部民

眾可彼此分享經驗，並找到專屬團

隊，共同創造獨特作品，追逐競賽

榮耀與目標。

蘿蔔頭之夜小檔案

名稱來源：

Robot的諧音

活動形式：

工程師與創客家的瘋狂聚會

舉辦日期：

每月偶數周的周四18點到20點

地點：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2F點心方舟
報名網址：

https://ctsphub.tw/category/activity/events/

1. 《打造屬於你的光劍》參與者手拿
光劍作品合照。

2. 創客賴信吉分享成功募資的經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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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 Friendly Neighborhoods

敦親睦鄰  與你更靠近 
CTSP Foster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Local Communities!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とご近所との友好関係

文、圖／投資組 黃旺景、環安組 李文智

交流參訪  增進彼此了解

為讓園區鄰近民眾了解園區開發進

程及建設成果，本局於6月13日及27

日分別邀請中興園區及台中園區周

邊市（區）公所及里長等貴賓舉辦

敦親睦鄰交流參訪活動，並由本局

局長陳銘煌率各級主管親自接待。

6月13日邀請中興園區的貴賓參訪

正瀚生技公司，由該公司副總林士

豔親自導覽，並安排簡報說明「中

興園區」更名、政策調整方向、目

前開發進度及廠商進駐情形。與會

貴賓對本局之努力表達高度肯定，

最後活動在愉快氛圍中劃下完美句

點。

6月27日邀請台中園區的貴賓參訪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首

先由「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

畫」辦公室副主任李金揚簡報本計

畫之設立目的及概況，隨後於基地

實際導覽各項智慧機器人在產業之

運用成果，讓與會者對於智慧製造

成果之展現與應用感到驚奇，同時

也對本局全力推動此計畫表達肯定

與嘉許。

清淨家園一起來  維護環境促情感

本局於6月8日端午節前夕，與雲林

縣虎尾鎮墾地里社區發展協會共同

辦理一年一度清淨家園活動。當天

一大早豔陽高照，參與者卻熱情不

減，參加情形十分踴躍。

本次參加人員除了由虎尾墾地里里

長黃秋雄所帶領之在地里民外，還

包含園區廠商元翎精密、富喬工

業、友霖生技、友杏生技、台灣捷

時雅邁科、台灣立期、王子製藥、

小原光學等公司、虎尾汙水廠操作

維運之中欣工程公司等，再加上本

局環安組同仁，一共逾50人共襄盛

舉。一行人動手清理墾地社區後回

到集合地，再享用社區媽媽親手包

的肉粽，並交流分享心得，增加本

局、園區廠商以及里民的情感。

本局自97年起已多次與當地里民合

辦清淨家園活動，有效整合園區廠

商及社區義工等社會資源，讓居

民、廠商了解本局對鄰里社區、園

區環境的用心。

清淨家園活動打掃現況。

台中園區的貴賓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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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新夥伴  New Tenant

文／投資組 唐佩珍、王志群

中科生力軍  伊莉特生物科技、新廣業
New Forces at CTSP: ELITE SECRET BIOTECHNOLOGY CORP. CO., LTD. & HSINER 
CORP., LTD.

パークに新たに二社増―エリートバイオテク株式会社、新広業株式会社

伊莉特、新廣業小檔案

伊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幣

1億元，主要研發奈米波動儀、應用奈米電灑游

離技術於保養品及藥品給藥方式。

新廣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

幣6億元，主要研發製造手術用醫療器材零組件

及呼吸治療器材零組件。

問題，此外，伊莉特亦計劃申請藥

品許可，提升台灣生物科技技術。

本投資案對於奈米波動儀相關醫療

器材上游電子零組件廠商，與下游

相關產品及品牌通路商有助益，可

提升相關產業之價值與競爭力。同

時，從基礎民生用保養品進軍到高

階的奈米生醫醫藥市場，將創造更

多資源需求與供給，提升國內相關

上下游產業之潛力。

新廣業

新廣業擁有國際品牌HSINER，近3

年營業額年平均成長率超過12%，9

成產品外銷，行銷全球60餘國，具

有25年矽膠生產技術製造經驗與26

項產品開發的專利保護，且取得美

國FDA輸入許可證照8張與CE認證和

取得日本海外合格製造廠認證與6

張中國CFDA輸入許可證照等。產

品設計上多採取專利先行申請，

確保產品的獨特功能性受到保

護，以提高競爭力與發展核心能

力。

因高齡化醫療照護需求湧現，本

案產品為急救、麻醉或呼吸治療

時必要之醫療器材，短期內應無

取代之產品或技術。開發之醫材

屬第二類醫材產品，於產製時需

高精密準確性與高精確流量控

制，屬於較高層次之醫材開發，

且可與電子式呼吸器搭配，產品

在未來數年之市場仍屬成長之趨

勢。本案產品採取高品質中價位

的市場區隔與定位，並以自有品

牌及OEM/ODM方式在市場上銷

售，從產品研發、設計到量產，

多可在公司內完成，可即時掌握

市場反應，極具市場競爭力。

伊莉特、新廣業小檔案

伊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幣

1億元，主要研發奈米波動儀、應用奈米電灑游1億元，主要研發奈米波動儀、應用奈米電灑游1億元，主要研發奈米波動儀、應用奈米電灑游

新廣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

幣6億元，主要研發製造手術用醫療器材零組件

問題，此外，伊莉特亦計劃申請藥

品許可，提升台灣生物科技技術。

張中國CFDA輸入許可證照等。產

品設計上多採取專利先行申請，

確保產品的獨特功能性受到保

新廣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新廣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

幣6億元，主要研發製造手術用醫療器材零組件

新廣業

新廣業擁有國際品牌HSINER，近3

年營業額年平均成長率超過12%，9

成產品外銷，行銷全球60餘國，具

有25年矽膠生產技術製造經驗與26

項產品開發的專利保護，且取得美

國FDA輸入許可證照8張與CE認證和

取得日本海外合格製造廠認證與6

伊莉特生物科技

伊莉特生物科技基於對生物分子

透皮吸收之研究、大量資料之驗

證，以及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電

灑游離原理（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以分子奈米化之專利傳輸

科技為基礎，計劃於中興園區成

立大型保養品及醫藥研發中心，

研發奈米波動儀及奈米電灑游離

技術。以此技術為基礎研發奈米

波動儀，可使保養品由擦改為定

量奈米噴霧，吸收效果更佳，且

可免除侵入性注射給藥的限制。

而改良現有技術讓傳輸更精準，

則可避免無效或傳輸吸收不足的

新廣業產品（圖片來源：新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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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霖是由興大生命科學系碩博

士生組成的新創團隊，共有4

個核心成員，當初畢業將踏入社會

之際，他們想要學以致用，以專業

創造更優質的農產品，便懷抱著熱

情成立了帝霖。

艱辛的創業路  吃苦當吃補

歷經幾年努力，現在帝霖的經營已

步上軌道，他們的種苗成功銷售給

提供7-11、全聯及家樂福等通路香

蕉的農民。這一切得來不易，執行

長楊佳慈說，公司成員雖然都具有

技術專業，但如管理、財務、金

流、人事等公司經營領域卻都不

懂，只能慢慢摸索，一步步學習，

把吃苦當作吃補，也幸好一路上獲

得許多人的協助，讓帝霖能

有如今的成果。

楊佳慈說，剛開始農業

生物技術需較長研發時

間與資本投資，而青年

創業資金較不足，能夠

爭取到充足的資源直到

產品成功上市，是一開始創業最辛

苦的地方。帝霖成員每天從早上8點

工作到晚上9點半，而且常常有突發

狀況要加班，根本沒有休息時間，

但大家對此並不以為意。雖然常常

遇到潑冷水的人，但是楊佳慈很有

自信地說：「如果對方的意見有道

理，那就當成改善依據，對公司是

好事；若對方是因不了解而隨意批

評，那我們也不會放在心上，因為

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持續研發  小樹苗終成大樹

目前帝霖的土地、設備皆已到位，

並已籌備成立「興大苗圃」投入量

產階段，也已經通

過中科智慧

農業生技新星─帝霖股份有限公司
CTSP Exclusive Interview: TELOME SEED CO., LTD., the Rising Biotechnology Star

農業バイオテクノロジーの新星―帝霖株式会社

文／投資組 沈慈雅、圖／帝霖股份有限公司

新創團隊 The Starup Journey

帝霖小檔案

帝霖股份有限公司102年以股

本300萬元創立，其主要技術

為開發植物組織培養苗，透

過非基因改良的生物技術，提

升種苗產品的抗病、生長發育

及產量，為專業香蕉、草莓及

木瓜等病毒組織培養種苗生產

供應者。在創業的過程中榮獲

許多獎項，包括教育部農業生

技產業創新人才培育計畫優勝

獎、農委會第四屆百大青農獲

選等，亦為102年科技部「創

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第

二屆初選入圍之團隊。

機器人自造基地的進駐申請，對於未

來，這支朝氣十足的團隊充滿幹勁，

萬分期待正式進駐的那一天，成為中

科的一員。他們也將持續研發新技

術，讓帝霖成長茁壯，在農業生技界

中成為屹立不搖的大樹。

1.2.3. 帝霖成員致力於創造更
優質的農產品。

1

2 3

17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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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永續發展角度談綠色能源的展望
Lecture on Harnessing Green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持続可能な観点から見たグリーンエネルギーの今後の展望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沈慈雅

6月20日邀請國策顧問紀國鐘來

到中科，並分享「從永續發展

角度談綠色能源的展望」之主題。

他從生活談到全球暖化日益嚴重與

傳統能源快速耗竭，發展再生能源

及綠色產業，儼然成為全球經濟新

亮點，將來如果沒有新型的替代能

源，人類的生存會出現危機，根據

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全世界的能

源消耗，在今後20年至少會增加一

倍，而大約在50年之後會出現化石

能源供應上的危機，也因為這全球

性的能源危機，迫使人們再度努力

尋求新的替代能源。

發展再生能源技術　

以促進經濟發展

紀國策顧問也建議台灣應積極開發

可自主且蘊藏量豐富的再生能源與

新能源資源，以減少對國外能源的

依賴，同時這些能源絕大部分屬於

碳中和，對我國CO2減量有極大的

幫助。另有鑑於世界各國均積極投

入再生能源技術發展，但距離具競

爭力之量產技術尚待努力，我國於

此時開發技術乃為最佳時機，另可

引進國際團隊，加速我國永續能源

技術發展，建立自主能源及相關產

業，以確保我國能源安全及促進經

濟發展。

本局與廠商攜手  
推動綠能發展

中科為中部高科技產業聚落，本局

也積極協助中科園區廠商發展綠色

能源，如於和大、高鋒集團、康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

於美國耶魯大學拿到物理碩士學

位及工程與應用科學所的博士，

前後分別在工研院、國立中央大

學任職，並曾在前國科會擔任副

主委，現為行政院政務顧問及總

統府國策顧問，亦是國立交通大

學講座教授。他在教育部、經濟

部及前國科會主持過大型研究計

畫，學經歷豐厚。

紀國鐘小檔案

及台灣日東光學等廠房屋頂設置太

陽能電板，善用園區廠房的既有建

築面積，並省下額外土地使用空

間，除為中科園區創造更大的經濟

效益，也實現本局推動開發利用與

環境保護共存共榮的理念。

主講者：國策顧問紀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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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代資安威脅防禦趨勢資安研討會
Next Generation Cyber Security Seminar

次世代の情報安全保護のトレンドゼミナール

文、圖／工商組 羅幼珍

CSA台灣雲端安全聯盟理事長蔡一郎分享經驗。

本宣導會由關貿網路股份有限

公司專案管理師陳嘉隆主講。

科學園區通關系統業務宣導會
Seminar on Science Park Online Customs Clearance Systems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通関システム業務宣伝説明会
文、圖／工商組 吳傳棻

隨
著人工智慧、雲端應用、5G通訊、區塊鏈、跨平台物聯網

等科技發展，資訊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人們需換位

思考，以風險導向來思考資安，提前準備與完善風險控管，將傷

害損失降至最低。為協助相關部門能防禦打造全面資安防禦網，

本局特於6月15日舉辦研討會，內容包含：如何以駭客思維面對

資安威脅、次世代NAC跨平台多重威脅解決方案、運用主動式威

脅防禦科技建立資安監控平台對抗複雜隱匿的APT進階式威脅、

科技的逆襲之資安保險與基礎備份建設等議題。

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到CSA台灣雲端安全聯盟理事長蔡一郎、台

眾電腦技術經理賴志銘、中飛科技Fidelis產品經理張建偉、世達

先進科技軟體部經理詹復匡、產品工程師高金龍等5位資訊界資

深技術專家擔任講座，以實際案例和70多位與會人員交流分享，

讓參加人員滿載而歸。

園
區通關系統整合園區「簽證、儲運、報關」通關作業，

首創全國貨物進出口通關三合一作業，與關務署「關港

貿單一窗口」相關作業無縫接軌，提供快速、便捷、優質之

通關服務，一次申辦，全程服務。為讓園區廠商了解系統運

作，本局特於6月25日舉辦「通關系統業務宣導會」。

園區通關系統自101年5月維運迄今，有效加速區內貨物通關

放行速度，大幅縮短人工作業時間，降低廠商營運成本。為

讓該系統更符合廠商所需，在廣泛收集廠商建議後，完成系

統功能建置，包括簽審申辦、審核、核銷等電子簽證服務、

通關報單附件無紙化、多國貨櫃集併作業、防仿冒查對作業

優化及海關公告事項等相關功能。目前系統將建置擴增科學

園區進出口貿易簽審服務範圍，由原服務園區保稅廠商開放

園區內非保稅廠商申請輸出入許可證，俾利其辦理進出口通

關予3園區內事業單位，期能逐步達成便捷通關、安全把關之

目標，建構園區優質經貿之營運環境。

次世代資安威脅防禦趨勢資安研討會次世代資安威脅防禦趨勢資安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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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害預防暨查核輔導宣導會
Guidance Seminar on Chemical Hazard Prevention & Inspection

化学品による危害の予防及び検査について

文、圖／環安組 陳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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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4月28日桃園印刷電路板工廠發生火災，造成多人傷亡，也突顯

化學品管理及災害應變的缺失，為輔導及協助園區事業單位落實

化學品自主管理，防止化學品洩漏、火災爆炸等災害事故，本局於6月

15日辦理宣導會，邀請雲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洪肇嘉及弘光科技大學助

理教授蘇光偉宣導「化災預防整備及應變介紹」及「化學品查核輔導重

點說明」。

洪教授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的政策談

起，說明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的修正方向、化

學物質災害預防的教育訓練、災害應變設備器材的

運用及整備，及萬一發生化學品災害事故時，事

故現場之應變原則等。蘇助理教授則提醒以往

化學品查核的常見缺失事項與今年度現場輔

導重點。

內政部已訂定「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全檢查計

畫」及「使用化學品工廠或倉儲應提供廠區化學

品種類及數量配置圖行政指導綱領」，提醒園區廠

商配合辦理。

雲林科技大學

特聘教授

洪肇嘉。

弘光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蘇光偉。

勞動基準法令宣導會
Seminar on Labor Standards Act  

労働基準法令宣伝説明会
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

為
使園區廠商瞭解勞動基準法令規

定，並妥為因應勞動基準法相關

修正規定，本局特規劃於6月15日舉辦

「勞動基準法研習會」。

本次邀請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劉士豪

教授主講，授課主題含「勞動基準法

一般概述」、「勞動基準法修法說

明」、「勞動基準法實務研析」等，

因應本次勞動基準法修正授課過程

中，安排介紹延長工時上限彈性化、

補休及計算方法、特別休假協商延後

休假等概述。

透過本次研習會期能俾利後續勞動法

規之推動，增進勞雇關係和諧。倘有

勞動基準法相關疑義歡迎洽本局環安

組勞工行政科協助。

因應本次勞動基準法修正授課過程

補休及計算方法、特別休假協商延後

透過本次研習會期能俾利後續勞動法

規之推動，增進勞雇關係和諧。倘有

勞動基準法相關疑義歡迎洽本局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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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中舉辦全國高中英語辯論賽

各校好手齊聚
2018 High School English Debate Tournament Hosted by NEHS@CTSP

CTSP実験高校で全国英語弁論大会を開催

文、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2018全國高中英語辯論

賽6月2日於國立中

科實驗高級中學盛大登場，希望藉

由辯論比賽，實踐英語文新課綱素

養精神，培養我國具國際溝通能力

的人才。

推廣英語文  首度加入非政策性辯
論賽 

全國高中英語辯論賽已邁入第五

屆，原為政策性英語辯論賽事，今

年為擴大推廣英語文新課綱思辨及

創意思考精神，加入了非政策性辯

論賽制。非政策性辯論為英國議會

式辯論簡化版本，強調團隊合作，

可以彈性發言提出小組

論述，議題相對

簡單，並結合

學生日常生

活，期望學

生能將所學

應用於所處

情境，發揮「自

發、互動、共好」

的課綱核心理念。

本年度政策型辯論議題為台灣政府是

否減少中學生在校時數、非政策為台

灣高中是否外包廁所清潔工作，兩種

賽制議題結合最新時事及學生生活，

透過正反兩方學生提出論述，共同找

出問題最佳解決之道。本次入選參賽

學校隊伍計有20隊，其中12校參與政

策型議題辯論，8所學校隊伍則進行

非政策型賽事。

參賽學校倍數成長  培育國際溝通
長才

政策型辯論由北一女中、台南一中、

台南女中奪得優勝，非政策辯論由台

南女中、衛理女中、花蓮高

中拔得頭籌。中科

管理局局長陳

銘煌在閉

幕式頒獎時，特別以英語代表中科歡

迎英辯專家學者、各校參賽師生蒞臨

本校指導，並感謝師大英語系教授常

紹如長期深耕台灣英語思辨教育。

本年度參賽學校橫跨北中南東四區，

數量幾乎倍數成長，可見英語辯論在

台灣高中教育逐漸受到各界重視與支

持，未來將持續連結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之核心素養，培養高中生理性討

論與包容多元意見的風範與氣度，進

而培育我國國際溝通長才。

參賽學校

參與政策型議題辯論的學校有：北一女中、師大附

中、中山女中、成功高中、武陵高中、台南一中、

台南女中、南科實中、長榮中學、曉明女中、普台

高中、華盛頓高中等12校；參與非政策型賽事的學

校有花蓮高中、西苑高中、明德高中、建台高中、

啟英高中、衛理女中、台南女中、中科實中8校。

參賽選手就「台灣政府是否減少中學生

在校時數」進行辯論。

1. 中科管理局局長陳銘煌（左一）
頒獎給優勝同學。

2. 參賽學生合影。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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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中畢業典禮

科技部部長親臨傳達期待與祝福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iang-Gee Chen Conveys Best 
Wishes to NEHS@CTSP's New Graduates

CTSP実験高校の卒業式に　科技部長が出席

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22 Jul. 201822 Jul. 2018

國
立中科實中6月8日舉行第六

屆畢業典禮，科技部部長陳

良基在中科實中學生畢籌會會長廖

翊閔同學的盛情邀約下，親臨會場

參加中科實中第六屆畢業典禮，給

予同學勉勵與期許，並親自頒發學

生最高榮譽─科技部部長獎。中科

管理局局長陳銘煌、創校校長陳國

祥、家長會長、各方友校校長及應

屆畢業生家長也親自到場參加這場

盛會。

陳部長期勉畢業同學發掘潛能

陳部長代表科技部感謝實中老師辛

苦付出，老師的教導在莘莘學子的

心靈中是潛移默化、受用不盡的，

他指出，科技部所屬

的實驗中學是個特別的教

育體系，要關照所屬園區

員工子女。陳部長也提

到，畢業同學未來會面臨

許多選擇，期勉大家要對自

己有信心，發掘自己的潛能，

創造屬於自己的環境，在自己擅

長的領域中能發揮自我，成為有用

的人，因為這個社會需要更多人才

來變好，更期勉同學成為社會進步

的重要推手。

林校長期許同學勇敢做自己

實中校長林坤燦致詞時，除感謝陳

部長及陳局長重視學校人才培育、

願意投資改善學校設施，也要畢

業生吃苦耐勞，成為學有專精的人

才，貢獻智慧，服務社會人群，並

以「鴨子在每個機會裡找問題，老

鷹在每個問題裡看到機會」期勉畢

業與在校生，勇敢做自

己，走出自己不一

樣的路。

畢業了，準備邁向未來旅程！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右一）頒發部長獎

給學生祁冀玄（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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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蔡榮峯

1. 九重葛。
2. 虎尾園區公園小池塘
內的荷花。

繽紛夏日  熱情中科（下）
Discover CTSP: Spectacular Summer-Blooming Plants (Part II)

CTSP夏の花散歩
園區之美

台中、虎尾園區

隨
著梅雨遠去，夏天隨後來

臨，許多顏色鮮豔的植物在

這炙熱的季節逐一綻放，吸引昆蟲

授粉。本次就帶領讀者從花的顏色

與香氣，一窺中科裡豐富又多元的

生態。

溫柔婉約的洋紅小花－

爪哇旃那、九重葛

在夏天的花朵中，有種特別的植

物，洋紅花朵猶如櫻花般，比櫻花

略為大，名為爪哇旃那（旃音 ，

又名爪哇決明），目前中科路（福

雅路與西平北巷之間）的行道樹即

種植此樹。而相較於其他花朵，九

重葛的花朵可是又多又密，顏色顯

得格外亮麗又鮮明。九重葛又名南

美紫茉莉，通常以綠籬的形式呈

現，台中園區可在東大公園（東大

路西側人行步道）觀察到，偶有婚

紗攝影來此取景，也可說是園區一

處IG新景點。

含蓄輕盈的粉色

花朵－荷花

為了提供虎尾

園區一處休憩

場所，特別在

園區北側，靠

近小原光學旁的

公園小池塘栽植了

荷花，這些荷花經過

了去年一整個冬天的能量

蓄積，今年綻放得特別美麗，花朵

顯得又大又漂亮，葉片也顯得又圓

又厚實。近來也是當地愛好攝影人

士的最愛。特別的是，在這裡可以

近距離觀賞，給人親切又樸實的感

受，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的愛護這片

美景。

香氣迷人的蛋黃小花－緬梔

在夏天，因為氣候炎熱，一些具有

香味的植物也特別吸引人，其中又

以緬梔最具代表性。緬梔又稱雞蛋

花，因其花瓣乳白似蛋白，而中心

基部具有鮮明的黃色又如蛋黃，所

以獲得這個花名。緬梔花香氣清甜

優雅，有時候光是經過樹下，不用

抬頭就知道附近有緬梔，它可說是

台灣常見的庭園樹種，園區內以橫

山公園及保警隊大樓前植株數量最

多。

希望大家能多利用空餘時間，多到

公園綠地走逛，透過觀察植物，涵

養身心靈，感受萬物的繽紛。

緬梔又稱雞蛋花。緬梔又稱雞蛋花。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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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6/1 6/8 6/20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故
事靈感來自於傳奇馬戲團始祖P.T.巴納姆（休傑克曼飾），描述他如

何從一個窮困潦倒的無名小卒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能夠將歡樂、感

動、勇氣與淚水等情感元素全部融入表演中，將希望散播至全世界的玩夢

大師。      

《大娛樂家》與甫於今年初獲得奧斯卡金獎的《樂來越愛你》幕後音樂團

隊，一同協力打造超過10首原創動聽歌曲；而令人期待的卡司陣容，除

了找來本身為百老匯出身的休傑克曼之外，更找來了能跳能唱的柴克艾弗

隆、蜜雪兒威廉絲以及蕾貝卡弗格森。聽覺加上視覺的絕對饗宴，勢必為

這部備受期待的歌舞劇打造最豪華的精采篇章！

大娛樂家

◎ 放映時間  107/7/11（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劇情
◎ 片長  1時45分

普

泰國國家科技發展署副署長

Ms. Suwipa Wannasathop（左）參訪中科，

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右）接待。

江蘇省泰州市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楊國華（前排右四）率蘇台科技

交流培訓團參訪中科，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前排左三）接待。

波蘭科學暨高等教育部次長

Dr. Piotr Dardzinski（右四）

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

許茂新（左四）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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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
中科107年7月／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Job Openings in July 2018

活動預告：2018職來薪旺－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活動地點：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一樓（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
活動時間：107/8/4（六）10:00-14:00
更多詳細職缺內容歡迎求職朋友洽詢活動現場，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日／夜班品保技術員、製造作業員、研發工程師、光機設計工程師、法務專員、超精密加工技術人

員、業務助理、國外業務專員、CNC車床加工技術人員、生管專員、物控專員、鏡片模具試模工程師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助理、設備維護（助理）工程師、製造（IN-LINE）組主管、產品製程工程師、製程整合工程師、製
造（資深）工程師、生產管制管理師、模組微型開發工程師、模組測試系統開發資深工程師、製程整合

資深工程師、品管（MQE）資深工程師、測試系統開發工程師

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外業務代表、國內業務代表、林場僱管員、生產作業員、高階業務主管、產品開發人員（助理）、林

務工程師林務課課長、採購人員、生管、製造工程師、產品行銷企劃人員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技術員、Rebuild Welding Deputy Engineer（氬焊副工程師）、Melt／FDM Mechanical Deputy Engineer
（機台組立副工程師）、Rebuild Mason Deputy Engineer （砌磚副工程師）、Equipment EngineerMechanical 
Engineer、Control Engineer、Statistical Engineer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船務人員、國外業務、業務助理、生管人員、生產設備維修、物料計畫、設備維護人員、產品開發工程

師、化工（化學）工程師、量產導入副工程師、IOT系統工程師、自行車開發人員、自動化工程人員、環
境安全衛生人員、客訴品保、現場作業人員

台灣蘇晶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技術員、倉管技術員

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設計工程師、自動控制工程師、軟體設計工程師、AOI視覺影像工程師、售服工程師、機械裝配員

合盈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前瞻技術研究中心資深、高級工程師、光學設計資深、高級工程師、光學機構設計資深、高級工程師、

成型資深工程師、日本／歐美線業務人員、品保處-客戶服務品保工程師、資深工程師、品保處-品保工程
師、資深工程師、自動化推行室軟體工程師、自動化推行室電控工程師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設備工程師、測試整合工程師、技師、技術員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設備工程師、整合工程師、生產管理工程師、太陽能矽晶圓現場技術員

聯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磊晶工程師、工程部工程師、設備部工程師、設備部助理工程師、晶粒製造部工程師、製造部技術員、

目檢技術員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銑床技師、品管人員、品管人員（非破壞檢驗）、資材倉儲人員、物管、資材人員、業務助理、產
品工程師銲接技術人員、品保工程師、品保工程師（非破壞檢驗）、繪圖行政人員、國外業務人員、會

計人員、採購人員、CAD／CAM工程師、監工工程師、工安工程師、品管工程師、工程繪圖人員

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光學設計工程師、研發工程師、自動化軟體助理工程師、精密CNC車床加工助理工程師、儲備
工程師

華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軟體工程師、韌體設計工程師、FAE工程師、業務專員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做四休二產線技術助理、三班制-製程技術助理、液品部作業員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機器人自動化工程師、助理工程師、採購專員、主管助理、業務助理、技術員、品保工程師（助理工程

師）、倉管工程師、櫃台行政人員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構設計與整合工程師、控制系統工程師、機電工程師、控制核心研發工程師、機電系統整合工程師、

機械設計工程師、機電整合工程師、運動控制研發工程師、軟體開發工程師、訊號處理工程師、影像處

理工程師、環境工程師、機電系統整合工程師、化學製程應用模組開發工程師、製程化學品擴散感知應

用模組開發工程師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Equipment Engineer、Process Engineer、DRAM產品測試開發工程師、DRAM產品工程師

愛爾蘭商意利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疊貼技術員、CNC技術員、後加工作業員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國外業務專員、機械組立人員、品檢員、研發助理工程師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工程師、製造整合工程師、磊晶工程師、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助理工程師）、系統資訊工程

師、生產類技術員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員、技術員、組立操作員

達運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雅廠、外埔廠：正職夜班品檢技術員、正職夜班技術員

中科廠：正職OLED製程夜班技術員、外埔廠：設備助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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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沈慈雅 圖／陳大明
翠  鳥  園區鳥蹤之

翠鳥小檔案

學名：Alcedo atthis

特性：有著一身耀眼的寶藍色羽毛的翠鳥，因為捕魚技巧高超，

有魚狗及釣魚翁（台語）的別名。牠生活在溪澗、河川、池塘、

渠道的岸邊，常貼近水面做直線飛行，飛行時，雙翼不斷快速拍

動，並常伴隨「唧」的叫聲，或是急促而連續的「唧唧唧」鳴叫。

翠鳥喜愛在河岸邊的土坡築巢，若環境不佳會影響牠繁衍，可說

是河川品質的指標之一。

拍攝地點：橫山公園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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