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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110年度 7至 12月份大事紀 

日 期 重  要  事  件 

7/2 科技部吳部長訪視友達移工宿舍與相關防疫

措施，由許局長陪同。 

7/6 視察虎尾園區元翎公司移工宿舍與相關防疫

措施，由許局長率隊。 

7/20 農委會原則修正後通過「水湳再生水案之園

區供水設施水保計畫」。 

7/21 為持續推動「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

畫」辦理「醫療器材 ISO13485 標準說明及實

務線上課程」。 

8 科技部下半年 FITI 計畫計 40 個入選團隊，

共 21 個團隊選擇本局輔導，其中 10 個團隊

為獨選。 

8/5 經濟部水利署公告臺中地區調整為水情正常

（藍燈），各園區恢復正常自主節水。 

8/6 中科實中「新卸任校長歡迎歡送儀式」，新任

校長由秦文智校長接任，許局長出席致歡迎

詞。 

8/13 中科實中雙語部首屆辦理 1-6 年級招生，完

成 1-12 年級建置。 

8/25 環保署備查「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二林園

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申請備查

內容」案（溫室氣體內容調整）。 

9/8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化學品環差第 2 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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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組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9/9 舉辦「中科園區創新技術線上論壇－5G、AI、

智慧製造、資安領域」，邀請友達、矽品、均

豪、台灣諾基亞通信及 VM-Fi 聲麥無線，分

享產業創新應用實務經驗，許局長與會致詞。 

9/12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WRO 未來工

程師競賽」，中部 6 所國、高中學校師生同場

競技。 

9/17 科技部 FITI 計畫第二梯次評選入選 17 隊，

其中本局輔導計 8 隊（含 5 隊獨選）。 

9/28 科技部陳常務次長視察關鍵基礎設施資通安

全業務作業與共構機房。 

10/1 舉辦「中科園區創新技術線上論壇-生物科

技、生醫、防疫領域」。 

10/4 科技部函轉行政院 110 年 9 月 27 日核定「中

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園區(含七星

園區)暨支援台中園區供水計畫」。 

10/12-13 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PA)於韓國大邱召開

「2021 科學園區創新展暨領袖圓桌會議」，施

副局長分享中科培育新創投資的中長期策

略。 

10/14-16 2021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假台北世貿

一館舉辦，科技部、中研院、衛福部、教育部

四大部會攜手成立未來科技館，向國人呈現

科技部科研的成果，施副局長代表參加。 

10/18 啟用工商大樓疫苗接種站，協助第 11 期、第

12 期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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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辦理 110 年度「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

業單位評選，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均獲「特優獎」，友達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獲「優等獎」。 

10/22 舉辦「中科園區產業創新線上交流座談會－

AI、智慧製造、光電、半導體領域」。 

10/27 七星園區環差環保署環評委員會第 407 次會

議決議通過審查。 

11/1 與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共同舉辦中部科學

園區 110 年度災害防救應變演練。 

11/2 與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共同舉辦「強化區

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

計畫」推動成果展暨智慧現場應用講座，施副

局長與會致詞。 

11/4-7 率園區廠商參加「亞洲生技大展」，長聖國際

生技、安特羅生技、綠茵生技均榮獲「潛力標

竿獎」殊榮。 

11/10 辦理「永續論壇暨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績

優單位表揚與技術分享會」。 

11/11 辦理「碳中和與淨零排放趨勢下產業發展的

機遇」環保議題說明會。 

11/12 辦理「110 年公司法暨公司登記實務解析講習

會」。 

11/19 舉辦「中部科學園區產學媒合交流會人工智

慧、智慧機械創新應用」活動，邀請產業趨勢

專家專題演講，並由中部各大專校院人工智

慧、智慧機械領域學者發表創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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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辦理「中科園區 110 年模範勞工表揚活動」。 

11/19 科技部資訊處薛處長率隊來局，執行資安實

地稽核，許副局長陪同。 

11/24 舉辦「中科 2021 產業創新績優廠商頒獎典禮

暨成果分享會」活動，以「中科 18、蛻變再

發」為主題，頒發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強化

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

級計畫、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等獎項，並邀請得

獎廠商進行分享。 

11/24 科技部查核后里園區七星基地專 2 用地增闢

道路及附屬設施工程施工品質及進度，榮獲

甲等成績。 

11/26 中科實中與日本九州熊本縣立熊本高校續簽

合作備忘錄。 

11/26 辦理「110 年中部科學園區招商說明會」，向

與會廠商說明中興園區及二林園區投資環境

及相關申請入區程序。 

11/30 舉辦「110 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12/1 公告 111 年度補助案「加速中部地區產業智

能升級及數位優化計畫」及「精準健康產業跨

域推升計畫」申請作業手冊及計畫申請須知。 

12/2-5 「2021 台灣醫療科技展」假台北南港展覽館

展出，聯合 7 家「加速中科地區生醫產業創

新計畫」廠商設立「中科精準健康主題館」，

以聯展方式呈現計畫執行成果。 

12/2 與園區公會合辦「110 年度科技部與園區同業

公會座談會」，由科技部陳次長及園區公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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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共同主持，與會者有三園區局長、副局

長、園區公會各理、監事代表、會員廠商、各

專業委員會召集人、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代

表等共同參與。 

12/2 舉辦「110 年度環保研討會」，園區廠商、大

專院校等共同參與。 

12/2 環保署同意備查七星園區第 1 次環差分析報

告。 

12/8 辦理「110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與災防研討會暨

主題展」。 

12/10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舉行 110 年第

二梯次競賽頒獎典禮，本局所輔導新創團隊

中有 3 組挺進最終 7 強，「微氣科技」團隊拿

下「創業傑出獎」；「籽樂教育」及「幻視科技

Visioner」均榮獲「創業潛力獎」。 

12/15 舉辦 111 年度中科「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

創新計畫」、「中科精準健康產業跨域推升計

畫」及「加速中部地區產業智能升級及數位優

化計畫」三產學計畫聯合說明會。 

12/17 辦理緊急應變小組「110 年度地震及毒化災害

防救兵棋推演」。 

12/16、23 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 

通識級及操作級訓練」。 

12/20 榮獲勞動部頒發「109 年度之勞檢機構考評成

果」甲等獎。 

12/21 舉辦「中科 18 蛻變再發」園慶音樂會。 

12/22-23 舉辦 111 年度「中科新興科技應用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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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 

12/27 辦理「中科產業大師論壇暨 CEO 聯誼會」，

邀請園區公會及園區廠商共同參與。 

12/27 配合淨零減碳政策舉辦「節能減碳宣導說明

會」。 

12/28 舉辦「廢棄物再利用技術宣導說明會」，配合

循環經濟政策，研討將廢棄物轉換成 RDF 及

SRF 之方式處理。 

12/28-30 「國際半導體展 SEMICON Taiwan2021」於

臺北南港展覽館一館展出，本局及 4 家園區

廠商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