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 

九十五年八月份重要業務措施辦理成果 

一、科學工業情形 

一、 截至 95 年 8 月底本園區共引進 94 家，廢止出區 12 家、累計廠商共 82 家，

投資金額新台幣 15,850.198 億元。 

二、 本（8）月份園區營建工程勞工人員每日平均約 2,571 人，入區廠商從業

人員人數 11,786 人，合計 14,357 人。 

三、 工商登記： 

辦理完成 完成件數 
辦理項目 

截至95年7月底 95 年 8 月份 合計 

1.公司登記(含變更登記) 25 8 33 

2.報關服務業入區服務 5 0 5 

3.工廠營利事業登記 13 3 16 

4.投資抵減證明 192 31 223 

5.動產抵押 8 5 13 

合計 232 50 282 

二、重要業務辦理情形 

(一) 8 月 30 日「廣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信安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 2 投資案獲第 67 次科學工業園區審議委員會核准通過。 

(二)  8 月 9 日至 8 月 31 日 95 年度專業及技術人才培訓計畫「平面顯示器驅動

原理及線路分析」、「數位 IC 設計」、「SPC 統計製程管理技術實務」、「精密

檢測」開課及「LED 產業趨勢」學術專題講座。 

 



(三)九十五年八月份進出口貿易業務統計表 

 

價值 期間 類別 

新台幣(千元) 美金(千元)

進口 2,984,932 90,700 

出口 4,520,340 137,354 

八月 

內銷 106,692 3,241 

進口 20,096,071 621,595 

出口 25,177,823 778,938 

本年累計 

內銷 4,500,549 139,976 

(四) 95 年度 8月份外賓參訪單位共計 5單位，參訪人數共計 140 人 。 

(五) 每週更新陳報研考會列管「25 縣市重大列管案件」及院列管「挑戰 2008 年

國家發展重點計劃」本處資料。 

(六)辦理 3週年慶活動後續成果資料陳報。 

(七)辦理本處 96 年度施政計畫事宜。 

(八) 完成「立法院第 6屆第 4會期口頭施政報告專題：--國科會部份」資料。 

(九) 陳報本處「行政院對立法院第 6 屆第 4 會期書面資料」到國科會。 

(十)陳報本處「2006/09-2007/08 行政院重要施政行事曆」資料。 

(十一)陳報國科會「重要施政│推動重要科技計畫」資料。 

(十二)辦理年中績效目標執行成效檢討及年中績效指標修訂完竣。 

(十三)編製完成 96 年概算總說明傳送會計室。 

(十四)完成 8/22 國科會蒞處進行優質英語生活環境初核，獲推薦送研考會辦理



複評。 

(十五)持續規劃推動園區環境雙語化建置作業。 

(十六) 8/3 配合環保署完成雲林基地（虎尾園區）環評監督現地查核作業。 

(十七) 8/22 配合環保署完成台中基地（第一、二期）環評監督現地查核作業。 

(十八) 8/30 配合環保署完成台中基地污水下水道系統操作及效能查核評比作

業。 

(十九)環保業務執行成果統計： 

件數統計 
辦理項目 95 年 8 月 

已完成件數 辦理中 合計 
1.免環評審議 0 0 0 
2.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4 1 5 
3.廢(污)水排放許可證 
（含試車功能測試報告）

0 0 0 

4.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4 3 7 
5.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 

(含模式模擬) 
4 2 6 

6.施工環境保護執行計

畫書 
3 1 4 

7.逕流廢水污染削減計

畫書 
2 1 3 

8.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 
3 1 4 

9.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許

可 
0 1 1 

10.工地環保巡查 7 0 7 
合計 27 10 37 

(二十)8/23 核發力晶半導體 12CD 廠丁類危險性工作場所申請案合格函。 

(二十一)核發 8座危險性機械設備申請案合格證。 

(二十二)勞資爭議案件辦理情形：截至本(8)月份止，本年度計受理 15 件，協調



成立計 11 件，協調中計 3件，協調不成立計 1 件。 

(二十三)協助處理污水放流管第三標工程強制施工民眾抗爭事件，成立緊急應變

小組並依商請台中縣警察局出動 1,200 名警力支援勤務，順利完成相關

任務。 

(二十四)配合捷時雅邁科技公司正式量產，為維護虎尾園區安全，完成增設保全

及協調雲林縣警局及虎尾分局承諾加派警力定時巡邏等安全防護措施。 

(二十五)配合后里園區 15 場環評說明會，中科警察隊增派警力全程進駐會場，

維持秩序並加強同仁安全維護工作。 

(二十六)完成大眾電信 PHS 基地台進駐租賃協調作業，並請該公司儘速完成基地

台設置，以加強服務園區員工。 

(二十七)95.8.3 日召開 95 年第 3次廠房核配會議，決議核配物流中心 5單元、

睿誼 1單元及暨南大學 1單元。 

(二十八).95.8.4 日 97-101 年利息支出數 

（1）召開后里鄉廣福村環評說明會。 

（2）軍事土地列入七星農場開發事宜會勘。 

(二十九)3.95.8.5 日召開后里鄉泰安村、后里村環評說明會。 

(三十)95.8.7 日召開墩南村、墩東村環評說明會。 

(三十一)95.8.9 日 

（1）召開后里鄉朴子里環評說明會。 

（2）內政部土地徵收委員會審議通過台中園區二期台糖土地申請一併徵收



案。 

(三十二)6.95.8.10 日 

（1）召開后里鄉義德村環評說明會。 

（2）函送台中縣政府辦理七星農場建管授權範圍圖用印。 

(三十三)95.8.11 日 

（1）召開后里鄉仁里村環評說明會。 

（2）召開七星農場用地取得協議會議。 

(三十四)95.8.12 日召開后里鄉東湳里、義里村環評說明會。 

(三十五)95.8.14 日 

（1）辦理后里鄉親參訪中科園區。 

（2）辦理后里農場（都市土地部分）徵收案未領取補償費提存專戶作業。 

(三十六)95.8.15 日召開后里鄉舊社村環評說明會。 

(三十七)95.8.16 日函報科管局同意本處 95 年作業基金調整流用案。 

(三十八)95.8.17 日 

（1）內政部區委會審議后里園區七星農場開發計畫決議略以：於下次區委

會大會前，先行召開本開發案會前會，以釐清開發內容及地方民眾及

相關機關團體訴求，再提送區委會大會審議。 

（2）辦理標準廠房二期教育訓練。 

 

(三十九)95.8.18 日 



（1）召開后里園區聯絡道路規劃說明會。 

（2）召開后里鄉公館村環評說明會。 

（3）辦理標準廠房二期教育訓練。 

(四十)95.8.21 日召開后里鄉環評說明會。 

(四十一)95.8.23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委員會審議通過后里農場林昇輝先生地上物

徵收案。 

(四十二)95.8.28 日召開后里鄉聯合村環評說明會。 

(四十三)95.8.29 日召開后里鄉太平村環評說明會。 

(四十四)95.8.31 日內政部區委會附帶條件通過后里園區七星農場開發計畫。 

(四十五)完成員工資訊教育訓練 13 場(39 小時)。 

(四十六)完成審查廠商報送「公共管線資料庫建置暨申挖系統開發案」工作計畫

書。 

(四十七)完成委外廠商施作本處「主機備援系統擴充及災害演練建置」之災害演

練暨驗收事宜。 

(四十八)完成 1F 辦公室同仁搬遷及網路設定連線及網路工程費用核銷。 

(四十九)完成副主任室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安裝暨網路架設。 

(五十)完成製作父親節電子賀卡。 

(五十一)完成個人電腦設備採購案。 

(五十二)「多語言網站採購案」評審會議及議價，並辦理網站工作小組協調會

議。 



(五十三)編製本處簡報母片樣式及資料庫建置簡報，並辦理網頁及簡報版型票選

活動。 

(五十四)配合辦理國科會雙語環境-英文網站考察相關事宜。 

(五十五)辦理國科會資安演練通報作業。 

(五十六)舉辦第三次資訊安全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