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崴立機電舉行后里廠動土大典，左起瑞助

營造張正岳總經理、楊文科局長、崴立機

電關永昌董事長、林明娥建築師、瑞助營

造張淵全董事長共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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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震不亂 中科與廠商共商因應

文 / 投資組 林雲志

日本 311 震災震驚全世界，亦動搖了全球經

濟供應鏈，本局關切園區廠商營運及進出口通關

作業情形，於 3 月 16 日由陳銘煌副局長邀集台中

關稅局駐中科園區辦公室、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進出口保稅作業委員會及相關廠商召開會議研

商，以了解本次地震對廠商營運之影響及需政府

協助之事項，決議事項及本局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	目前日本之航運受 311 地震影響而延遲，為

爭取時效，對進出口貨物，台中關稅局中科

辦公室及本局將儘速協助廠商辦理通關及簽

證，另例假日及下班時間辦理進口貨物通關

乙節，請廠商於事前（前日中午前）向關稅

局申請，中科海關及本局將予以配合辦理。

二、	目前廠商尚有庫存備料，短期內對營運尚無

影響，惟部分廠商之原物料係自日本災區供

應，中長期如未能供貨，恐將面臨缺料危機，

建議廠商應研擬因應措施，以降低對營運之

影響。有關政府因應措施請本局投資組洽詢

經濟部進一步瞭解。

三、	有關核災之輻射商品進口議題，已於 3 月 23

日函知園區廠商自日本進口商品之污染管制

暫行標準訂為每小時 0.2 微西弗。但天然放

射物質造成之劑量不在此限。

專題報導

文 / 環安組 林哲民 ‧ 圖 / 投資組 李安妤

中科二林園區內公共工程已如火如荼開展，

如今在建工程計有四標，年底前預計再發包六標，

且土地已核配之廠商有愛民衛材公司。	

為日後園區開發，彰化縣政府後續配合事

項，楊文科局長於 3月 1日率領王莉娟主任秘書、

環安組及營建組同仁赴彰化縣拜會卓伯源縣長，

洽商有關彰化縣政府配合提供於環評審查時所提

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減量措施計畫，分

每年 50 公噸，4 年共計 200 公噸，俾以執行環

評審查結論中 VOCs 增量之抵減，以及請彰化縣

政府同意園區內在建工程施工圍籬之施設及空氣

污染防制費申報方式與徵收，配合園區同步開發

之模式及性質辦理，使後續工程順利進行及整體

計畫推動。

本局楊文科局長（右 2）率王莉娟主任秘書（左 3）及相關組室
同仁拜會卓伯源縣長（右 1）

日本東北関東大震災により我々もパーク内の日本企業に関心

CTSP Instantly Took Procedures to Care for the Park Companies after 311 Tohoku 
Earthquake

CTSP Strengthens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Changhua Government for Erlin Park

二林パークに関するニーズのため、彰化県卓伯源県長に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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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卓伯源縣長 力取共識



2 中科簡訊

老樹不孤 中科與十呆共同守護
文 / 投資組  李安妤 ‧ 圖 / 投資組 李安妤、蔡方琪

3 月 6 日，瑞基海洋公司舉辦「十呆環境保

護基金會」成立茶會，台積電何麗梅財務長與多

位對保護老樹志同道合的人，感動於 65 歲的老樹

媽媽謝粉玉對老樹的熱愛，而成立了保護老樹的

基金會，發願要終身保護老樹、照顧老樹，並於

當日在瑞基海洋公司大門口為移植的二株百年青

剛櫟老樹進行祈福活動。

基金會劉淙漢執行長表示，之所以取名為「十

呆」，是因為保護老樹就要有像呆子一樣的精神，

所以幾個志同道合的成員：七個董事加上三個監

事，就有如十個呆子般，為保護老樹而努力，且

若把十呆重新拆解，剛好是「古木」二字，與基

金會保護老樹使命相當契合，也因此而命名。

老樹媽媽謝粉玉為了拯救老樹，29 年間不惜

散盡家財，面對家人的反對，依舊不改初衷，她

的夢想就是成立老樹公園，為老樹找一個永久的

家，她一度熱淚盈眶說：「有些事情，一定要越

呆越好」。基金會除不限金額進行老樹保育與環

境教育工作之外，另外一種就是認養老樹，而在

認養之前需現場勘查，除實地了解環境是否適合

老樹生長外，也要確認並非收購大量老樹轉為商

業之用。

瑞基海洋公司劉正忠董事長是十呆成員之

ㄧ，也是中科首家移植老樹的廠商，在公司成立

之初，就已移植二十多棵老樹，漫步在瑞基海洋

公司的周邊，就可以欣賞到櫸木、七里香、樟樹

等姿態優美的老樹。

本局楊文科局長應邀參加成立茶會，相當

感動於十呆基金會成員的愛心，致詞時表示十

呆並不呆，是最有愛心的人，中科管理局計劃

於園區找出部分土地來種植老樹，讓中科園區

不僅有科技及量產，也能是一個具有文化及故

事的園區。

台積電何麗梅財務長（中）、楊文科局長（左）與老樹媽媽謝粉玉（右）一起為老樹們跳祈福舞，希望它繼續在中科落地生根

2 中科簡訊

CTSP Joins the Preservation Activities of Old Trees with Oldtree Organization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は古木保護基金と共に古木を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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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老樹媽媽一個大蛋糕，感謝她多年來為老樹們無私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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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之櫸木參天

當日為認養移植的青剛櫟老樹繫上

紅絲帶祈福

認養的七里香數目達 22 棵

移植多年的樟
樹屹立於瑞基
海洋公司



4 中科簡訊

高等研究園區文化景觀範圍及鄰里單元分布示意圖

高等研究園區通過文資審議

文、圖 / 建管組  陳妍君

南投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於 3 月 4 日召開

第 3 屆第 3 次會議，針對本局提報中興新村高等

研究園區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進行審議，最後指定

了 84 公頃之文化景觀範圍，台灣省政府為縣定古

蹟及 11 處歷史建築。多數是省府時代的辦公廳

舍，亦有多處更是保留巴洛克式建築，如中興會

堂、外形猶如一隻蝸牛的耶斯列花園（原台灣新

生報中興新村辦事處）等，都是評價極高的建物。

另外還包括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處、經濟部中辦、

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省政資料館舊館、水

保局、農糧署、中華電信、台灣銀行、國家文官

學院中區培訓中心的中正堂等，也列為歷史建築

予以保存。

本局極重視中興新村歷史與人文價值，自去

年即著手進行文資保存全面調查與規劃，依據歷

史文化、空間紋理、土地使用、建築型式、結構

耐震及地方意見等詳細調查評估作業，訂出點－

線－面系統性的保存計畫，完整保留中興新村都

市紋理重要精髓之第一鄰里單元、各知名建築師

建築群等空間紋理、各道路與綠地系統。

本次文資審議會委員們皆認為中興新村在政

治歷史上的重要性是無可取代的，且認同本局保

存的方向，並賦予了中興新村文化資產的新身分，

讓中興新村除了有代表「未來」的高科技的研發

單位進駐，同時也保存了「過去」省府時代的精

神，使科技與文化共舞、讓中興新村風華再現指

日可待。

文資審議委員會由南投縣李朝卿縣長（中）率陳志清副縣長
（右）、劉貴珍局長（左）及多位審議委員共同討論本案

Nantou Culture Heritage Commission Co-works with CTSP to Protect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and Legacies in Advanced Research Park
高等研究パークの文化資産保存計画の審議をパ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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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產學訓基金 續邀力挺

文 / 投資組 洪敬雯 ‧ 圖 / 投資組 蔡方琪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為籌募資金推

動各項活動，繼上月拜訪友達及台積電公司後，3

月 14 日由蕭介夫理事長及楊文科局長率隊接續拜

會聯相光電及瑞晶電子，希望企業朋友慷慨解囊，

為協會注入資源，讓協會能在建國百年發光發熱。

當日聯相光電由王修銘副董事長、張木田副

總經理、毛曉鷁副處長、黃惠鈞人資經理及謝云

嘉資深管理師共同與會，雙方就產學合作、人才

培訓需求進行意見交流，未來期望透過協會擔任

媒介，使學界針對業界需求方向規劃課程，降低

學用落差。

瑞晶電子由謝再居董事長、陳正坤總經理、

蕭國坤、陳章鑑及卓志臣三位副總經理、鄭利民

副處長及林志成經理代表出席，藉由會談了解公

司對人才需求定位，且雙方研議多項網羅人才方

案，協會並介紹說明中部各大學現有學研資源，

期望未來能創造更多產學合作機會。

中興大學蕭介夫校長（右 5）及楊文科局長（右 6）拜訪聯相光電王修銘副董事長（右 4）及張木田副總經理（右 3），於
會後合影

中科產學訓協會一行人拜訪瑞晶電子，與謝
再居董事長（右5）、陳正坤總經理（左6）、
蕭國坤副總經理（右2）、陳章鑑副總經理（右
3）及卓志臣副總經理（左 4）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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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CTSP Industry-Academia Consortium Invites Rexchip and Nexpower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産学訓協会への支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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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產學訓協會第二屆理監事名單出爐
文、表 / 投資組 洪敬雯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為能於

建國百年再創佳績，接續於 3 月 16 日召

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除審查 100 年

度收支預算、工作計畫並進行第二屆理、

監事選舉。

新上任理、監事一致無異議通過推舉

蕭介夫校長擔任理事長、楊文科局長擔任

副理事長，另外進行常務理、監事選舉，

亦就協會基金運作辦法研商討論，期望能

使基金儘速運作，讓協會有資源舉辦各項

活動，藉由各方的支持使協會發揮最大功

效，帶動中部高科技產業升級。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第二屆理事名單
國立中興大學 蕭介夫校長 理事長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楊文科局長 副理事長
朝陽科技大學 鍾任琴校長 常務理事
大葉大學 武東星校長 理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許和鈞校長 理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林振德校長 理事

華邦電子 (股 )公司 溫萬壽副總經理 理事
瑞晶電子 (股 )公司 陳章鑑副總經理 理事
程泰機械 (股 )公司 楊德華董事長 理事
環隆科技 (股 )公司 歐正明董事長 常務理事
國鈞實業有限公司 陳明德董事長 常務理事

元翎精密工業 (股 )公司 王德鑫董事長 理事
均豪精密工業 (股 )公司 蔡清華副執行長 理事

友達光電 (股 )公司人資處 趙浩欽處長 理事
東海大學 程海東校長 理事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第二屆監事名單
逢甲大學 李秉乾副校長 常務監事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李淙柏校長 監事
明道大學 陳世雄校長 監事

聯相光電 (股 )公司行政支援處 毛曉鷁副處長 監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楊永斌校長 監事

眾里長齊聚一堂
共創地方好願景

文 / 投資組 黃旺景 ‧ 圖 / 投資組 蔡禕倫

楊瓊瓔立委、吳顯森議員、賴朝國議員、

羅永珍議員、陳本添議員等服務處，於 3 月

1 日在本局共同舉辦基層政務研習營活動。各地

方最為密切之里長及各社區發展協會之幹部，是

政府與民眾溝通橋樑的第一線，藉由本次研習活

動，向各區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之幹部闡述未來

中部地區施政之願景與建設方針、農村再生計畫

與社區永續發展、公眾表達及溝通藝術等議題，

同時也向與會基層民意代表說明如何辦理計畫之

擬定與經費爭取、2011 時政議題分析等議題，並

於會議尾聲由楊瓊瓔立委主持綜合座談，與在場

人士進行意見交流。

楊瓊瓔立委（右）於會中致詞，期盼最基層的里長們共同努力，
打造全新的台中

Fundamental Public Affairs Training, 
Listen to the Voice of Local Magistrates

CTSP Industry-Academia Consortium Announced New Board Members

地方の代表向けの研修コースは中部サイエ
ンスパークに

第二回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産学訓協会の会員大会

本局楊文科局長致詞表示，在中科的發展

歷程中，無論園區持續推動之基礎建設，或未

來發展方向之規劃，當地周邊各級民意代表皆

給予中科相當多的支持與鼓勵，協助中科順利

推動中部地區科技產業發展，排除當地居民對

中科的誤解。楊局長同時也表示希望各位與會

者能一本初衷，繼續支持中科，並協助監督各

項工程建設進行，給予中科各個層面的批評與

指教，以使中科能不斷持續的成長，與周邊社

區發展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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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園區廠商訪視於

3 月 14 日從虎尾園區展開，當

天由本局楊文科局長、陳銘煌

副局長及王莉娟主任秘書率各

組室人員親至富喬工業公司、

友霖生技公司、元翎精密公司

及台灣捷時雅邁科公司訪視，

傾聽廠商的心聲。

百年廠商訪視啟程 首抵虎尾園區
文、圖 / 工商組 秦惠桑

本局楊文科局長（右 4）率陳銘煌副局長（左 2）訪視台灣捷時雅邁科公司，與佐幸順平社長（左 3）等人合影

陳銘煌副局長（中）率李榮藝組長（右）等人訪視元翎精密公司，由葉金倉協理(左)
接待

訪視友霖生技公司，由楊正梅副總經理 (右 )接待訪視富喬工業公司，由陳壁程副總經理 (右 1)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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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CTSP Tenants to Respond the Needs in Huwei Park

虎尾パークに企業のニーズを聞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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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中作育英才 一年有成

文 / 中科實中 胡裕仁
中科實驗高中是一所以科學為主，人文為輔

的實驗學校。透過專題選修課程的實施，來強化

學生的創新思考能力，在數理專題（活動課程）

中，學習發現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著重動手去做，

並參加國內外科學競賽來展現學習成果。而專題

研究課程的進行，更可以培養學生基礎學術研究

能力及興趣。另外在高一課程中又開設德語、日

文、西班文等第二外國語言選修課程活動，以強

化學生國際觀，讓有興趣的學生參加外交小尖兵、

高中生模擬聯合國等各項國際學生活動，進而培

養語文運用及邏輯思考能力。

本校 99 學年招收 4 班學生共 121 人，截至

100 年 3 月 1 日止，在全體教師同仁的努力指導

之下，學生參加校外各項學科及相關專題製作研

究競賽的 69 人次中，有 55 位是由不同學生所獲

得，成績相當優異，其獲獎項詳如下表。相信在

全體師生同心協力之下，未來中科實中必將創造

更多中學教育佳績。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人數

99 學年教育部英文說故事比賽 優勝 3 名

99 學年中區外交小尖兵比賽 入圍 4名

99 學年全國中學生讀書心得比賽 優勝 3 名

99 學年全國中學生讀書心得比賽 佳作 3 名

2011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地理類】 優勝 2 名、入圍 2 名

2011 台灣區國際科學展覽 入圍 1 名

2011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數學類】 特優 5 名、優勝 8 名、佳作 8 名、入圍 2 名

2011 台灣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國文類】 優勝 4 名、佳作 5 名

2011 全美數學能力檢測 AMC10 檢定合格人數 通過 16 名

2011 年中華民國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入圍 1 名

參加校外競賽成果表

一、免試入學說明：

100 學年度本校配合教育部政

策持續辦理擴大免試入學招生，意

即不需要透過 100 年國中基測。而

本校免試入學採用國中薦送模式 12

人（依 99 學年度錄取本校所有學生

中，人數最多之公立國中進行分配）

及學生申請 6 人二種模式辦理。

100 學年度中科實中招生管道
文 / 中科實中 胡裕仁

NEHS (Nation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at CTSP) Achieves Excellent 
Performances One after Another

2011 NEHS Students Recruiting Announcement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実験高校は一年間に各コンテストの成績がすばらしい

2011 学年度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実験高校の学生募集について

二、申請入學說明：

100 學年度本校申請入學學生

以身分區分為三類，其中中科園區

生 20 人（採 100 年第 1 次國中基

測成績 PR90 以上學生申請），學校

鄰近之社區生 22 人（採 100 年第

1 次國中基測成績 PR92 以上學生申

請）及一般生 30 人（採 100 年第 1

次國中基測成績，由學生申請）。

三、登記分發入學說明：

100 學年度高中高職聯合登記

分發入學，皆採第 1 次或第 2 次國

中基測總分完整使用，若參加兩次

基測的考生，則由電腦選擇較優一

次之總分作為分發依據，此階段招

生本校提供 30 位名額。

中科實中再傳捷報

100 學年國立中科實中免試入學總共錄取 18 名，其中含國中薦送 12 名，學生申請 6 名，錄取最

低成績達 PR97，且同分比序，成績與 99 學年相比再次攀高！

NEHS Entrance Application Qualification Better than Last Year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実験高校に入学する成績は昨年より高く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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崴立中科后里廠  開工動土

文、圖 / 營建組 呂俊寬

虎尾鎮公所發包興建之「虎尾鎮墾地里多功

能活動中心」工程，於 3 月 5 日由林文彬鎮長主

持開工動土典禮，預計於下半年完工。參與貴賓

有雲林縣張嘉郡立委、本局陳銘煌副局長、墾地

里黃秋雄里長、虎尾鎮民代表會丁學忠主席、郭

武男副主席、陳志麟代表及明宥開發公司賴孝賢

董事長等，在動土焚香並備鮮花素果糕餅敬拜天

地後，原本春寒料峭略顯陰霾的天空豁然開朗。

陳副局長致詞表示，感謝雲林縣鄉親對虎

尾園區進駐廠商的愛護及照顧，讓此園區成為中

科各園區中，進駐廠商提供在地就業人口比率較

高的一區，原來墾地里已有了中科園區，現在中

科園區也有了墾地里的活動中心，大家已融為一

體，未來將共享繁榮福利。

最後林鎮長及墾地里里民均熱切表達期待多

時的活動中心終於動工了，也期許本局能配合本

工程落成啟用，儘速闢建美化周邊公園設施及廣

場，另也提出新建跨越新庄子大排水溝兩岸縮短

銜接自行車及行人散步道之景觀橋等訴求，讓在

地居民能夠早日擁有屬於當地的生活空間。

墾地里
活動中心動土了

張嘉郡立委（站立者）於典禮中致詞，右為虎尾鎮林文彬鎮
長，左為本局陳銘煌副局長

WELE Mechatronic Plant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K e n d i  T o w n s h i p  A c t i v i t y  C e n t e r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in CTSP 
Huwei Park
虎尾鎮墾地里活動総合センターの建築工事
は開始

崴立機電会社は后里パークに工場の建築工事が開始 文 / 投資組 李安妤 ‧ 圖 / 投資組 林宜吟
日前獲得 TIMTOS研發創新產品競賽「特優獎」

的崴立機電，3 月 21 日上午在中科后里園區舉行

開工動土典禮，未來將投入 5 億元經費興建及購置

相關研製設備，預計 2012 年 3 月完工，6 月正式

啟用。關永昌董事長邀請本局楊文科局長蒞臨共同

主持，正式宣告崴立即將邁入一個新的里程。

關董事長除表示感謝中科管理局及楊局長的

支持，讓崴立得以進入中科設置研發中心及精密

機械製造工廠，為未來營運及發展奠定厚實的基

礎外，更表示創立崴立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員工

一份終身良好的工作，秉持「有容乃大」的精神，

與客戶、員工、供應商及股東之間誠信合作。楊

局長致詞時也表示，中科已等候崴立很久了 ! 很

高興今天能夠參加動土典禮。

值得一提的是，3 月初「2011 年 TIMTOS 台北

國際工具機展」期間，崴立新產品「VTC2500H 大

型立式車銑複合機」參加台灣機器公會舉辦之「工

具機研發創新產品競賽」，在所有參賽新產品中榮

獲「特優獎」，未來將會在中科分公司繼續研發，

為崴立的長遠發展增添強盛的競爭力。

崴立機電關永昌董事長
（左3）與楊文科局長（左
2）共同主持動土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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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模範勞工風雲榜

文 / 環安組 許金滿 ( 模範勞工事蹟及照片由模範勞工本人提供 )

本園區 100 年度模範勞工選拔，經各事業單位推薦，並由「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100 年模範勞工選

拔委員會」於 1 月 28 日公佈選拔結果，共選出 20 名模範勞工。以下刊登其優異事蹟，本局將於今年

度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頒獎表揚，以肯定卓越貢獻。

華邦電子 /江明崇 華邦電子 /黃兆義

任職華邦電子逾 11 年，目前主要

負責 DRAM 製程整合，對內榮獲

績優團隊及華邦之星的肯定，對外

利用公餘發表學術論文及獲得多

項國際專利，持續在技術領域精益

求精，貢獻所長。

自加入華邦電子以來，屢次成功開

發光罩模型，降低成本，提升產品

競爭優勢，對內榮獲績優團隊及華

邦之星的肯定，工作之餘積極參與

社團，鼓勵同仁工作與生活並重，

有效提升士氣。

瑞晶電子 /廖士權 瑞晶電子 /王裕懋

自建廠初期即積極導入「零工傷

(6S) 活動」，透過競賽活動，結

合聯巡稽核規劃、危害辨識 /異常

處理管理及安全 /綠能工程提案、

災變及疏散演練規劃執行等，達到

企業安全文化共識與目標。

擔任課內 Leader，負責人力安

排、6S 改善、機台定期保養 / 異

常排除、協助製程改善 / 新製程

setup、提升機台產能、降低成本

評估等業務，至今課內無任何重大

工安事情發生。

瑞晶電子 /楊順棋 聯相光電 /賴建榮

負責R1廠建廠設備 setup規劃作業，

執行機台改造計畫；負責廠區災害搶

救與廠商實績評鑑任務；研發設備維

修製具、實現降低營運成本提案改善

計畫；安排廠商到廠技術交流；積極

參與部門團隊競賽，屢獲佳績。

擔任公司創廠首屆組長 3年來，協

助建立多項管理機制，帶領產線同

仁圓滿達成公司出貨計畫，依循品

管單位出貨檢驗規範，一同為維護

公司產品品質嚴格把關。

友達光電 /林英徹 友達光電 /楊俊聰

主動進行公司製程最佳化改善，藉

保養手法標準化訂定與建立多項

創新方法，大幅提升產品的良率與

產能，有效降低產品成本，進而達

到增加產品競爭力，榮獲 2009 年

友達個人金讚獎 (卓越典範 )	。

大幅降低部門修繕維護費達千萬

元，對於機台部品損壞，以公司最

大利益為考量重點自行維修，工作

表現優良，多次提出機台及良率改

善方案，榮獲 2009 年友達個人金

讚獎殊榮。

友達光電 /鄭暐諼 友達光電 /謝秀旻

與工程師合作進行驗證實驗，導入

新維修方法進而提升 Cell 廠良率，

擔任助理工程師，同時身具多技能

技術認證之資格，積極舉辦活動，

凝聚部門向心力，態度積極主動，

榮獲 2009 年友達個人金讚獎殊

榮。

2006 年種子教官，負責訓練新進

人員和掌控全廠 Repair；2007 年

經驗傳承，負責撰寫 SOP 供同仁

閱讀；2008 年廠內最佳種子獎；

2009 年擔任 L7B 建廠人員，協助

機台 Move in 和品質監控；榮獲

2010 年友達個人金讚獎殊榮。

Excellent Employees of 2011 out of CTSP Tenants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には 2011 年 優秀な労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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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光電 /張淑芬 友達光電 /吳美慧

擔任領班與物料助理，協助開發光

阻管理系統減少公司庫存成本、建

議無塵服清洗頻率降低清洗成本，

於執行力、創新、顧客導向、積極

主動及促進團隊方面表現卓越，榮

獲2009年度友達個人金讚獎殊榮。

於生產線上協助生產及改善專案，

使製造流程更具效益；與廠區各部

門間溝通聯繫，為製造部經營出更

佳的執行能力，進團隊方面表現卓

越；榮獲 2009 年度友達個人金讚

獎殊榮。

友達光電 /陳玉茹 友達光電 /呂曉穎

L5C 建廠初期重要勤務支援要角，

自願犧牲休假配合公司需求，支援

物料進出之門禁管制作業；2006
年目檢異常作業的重要班底；經驗

傳承，將工作流程標準化；友達金

讚獎二次得主。

2007 ～ 2010 年期間，利用休假

熱情參與公司舉辦 QCC 活動 ( 現

場作業持續改善活動，為線上人員

團隊獎 )並獲得名次，該得獎報告

讓工廠的瓶頸機台產能大幅提升。

台灣康寧 /蔡俊彥

高僑自動化 /張亦勝

台灣康寧 /籃山本

負責帶領新進同仁，在問題反應、

製程操作或問題解決技術，盡其所

能幫忙解答或找尋資源解決問題，

以降低廠內新人離職率；注重工作

細節，並檢討發生異常之原因，改

善工作環境並降低人員操作失誤。

主要負責處理真空腔體之圖面繪

製及相關治具設計，使客戶下單之

腔體準時交貨。依據真空腔體各製

程需要設計不同治具，如焊接、研

磨、打磨治具等，使其各製程縮短

工時及防止錯誤。

從基層第一線產線技術員起至生

產領班後擔任值班主任，於每個職

位皆能竭盡所能付出，努力負起每

個職務應有責任及角色；擔任值班

主任期間，帶領團隊榮獲部門第一

季及第三季班級季冠軍。

翔準先進光罩 /林仁章

98 年中科廠之重要建廠作業時，

因建廠及生產時程緊迫，在有限時

間內順利完成機台運作目標、生產

產出及良率於目標之上，投入相當

大心力，不僅達成公司營收目標，

也為公司創造新的里程碑。

台灣日東光學 /林正直 台灣日東光學 /林軒立

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優異，多項提案

改善，成績卓越，熱心助人，人際

關係良好，並積極參與服務義工活

動。

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優異，多項生產

製程改善，推進 (多能工 )教育訓

練成績卓越，並積極參與公司內外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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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投資組 蔡禕倫 ‧ 圖 / 投資組 黃培涵 蔡禕倫 蔡方琪參訪 交流

3 月 11 日，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教授參訪，由陳銘煌副局長（右 3）接待

3 月 14 日，大陸南通市郭臘軍常委（左 6）率經貿考察團參訪，由郭坤明副局長（右 6）接待

3 月 4 日，資策會網多所馮明惠所長（左 3）來訪，與楊文科局長（中）及陳銘煌副局長（右 3）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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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大陸各大學商管學者隨中部財金學術聯盟參訪，由陳銘煌副局長（前排右 7）接待

3 月 28 日，雲科大楊永斌校長（前排左 4）率研發處、工程學院、管理學院等主管拜訪楊文科局長
（前排右 4），希望藉由學校豐沛的研發資源，提供中科更完整的產學合作能量

3 月 11 日，本局接待人員黃培涵（第 2 排左 4）首次踏出園區為鄰近的福科國中做簡報，與張梅雪
校長（第 2 排左 1）及同學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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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脈動

中科 100 年 1-2 月營業額達 477 億元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 2011 年 2 月まで営業金額はおよそ 1,300 億円を達成

透明導電性薄膜 ITO(Indium Tin Oxide; 銦錫氧化物 )

文、圖 / 投資組  鍾文博

ITO(Indium Tin Oxide) in TFT-LCD Production

透明導電膜

科技小語彙

文、表 / 投資組 邱美祝

中科 100 年 1-2 月營業額成長趨緩，合計約達新台幣 477 億元。其中主要以 20 家營運中光電產

業營業額最高，約為新台幣 327.78 億元，佔最高比重 68.70％；5 家積體電路產業次之，約為新台

幣 123.51 億元，比重約佔 25.89％；

27 家精密機械產業營業額約為新台幣

21.11 億元，比重約佔 4.42％，其餘 6

家電腦週邊、12 家生物科技及 8 家其

他產業營業額約為新台幣 4.7 億元，合

佔比重約 0.99％。

展望 100 年度，中科已有多家興

建中廠商，將陸續完成建廠，正式營

運量產，再配合政府由創新經濟方面

著手，積極推動全球招商，持續累積

投資動能等措施，中科今年度之產值，

仍可有亮麗之表現，各產業營業額之

詳細資料請參考附表。

100 年 1-2 月中科廠商營業額統計資料表				

產業別 營業額 (億元 ) 百分比

光電    327.78  68.70%

積體電路 123.51 25.89%

精密機械 21.11 4.42%

電腦週邊 3.00 0.63%

生物科技 0.53 0.11%

其他 1.17 0.25%

合計 477.10 100.00%

	單位：新台幣億元

January and February CTSP Sales Revenue Reached 1.49 billion USD

ITO 是由 90% 的銦 (Indium) 和 10% 的錫 (Tin) 所組成的混合物，主要用於 LCD 面板產業中 TFT

與 CF 間的透明導電層，而透過此透明導電層，可使 TFT 與 CF 間的電子訊號導通，以控制液晶的轉

向。一般而言，金屬雖然可以導電，但是因為高密度的電子會將光波吸收而無法透光，而氧化物的特

性，雖然可以透光，但因原子鍵結空隙中無自由電子而無法導

電，而利用這兩種物質的特性，使氧化物中的氧原子缺陷，則可

使自由電子在這些缺陷中移動，因此可兼具導電與透光的雙重特

性，ITO 就是其中一種材料，非常適合用於 LCD 面板。不過 ITO

的透光率與導電率為反比的關係，當透光率高時相對於導電率

會變低，一般當透光率欲達 90% 以上時，面電阻率必須提高至

100Ω/sq( 導電率下降 )，相當於鍍膜厚度約在 150nm( 奈米 ) 以

下，因此一般需利用濺鍍方式將 ITO 靶材沉積在基板上。目前中

科生產 ITO 靶材的廠商包括台灣菱真及台灣日東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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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投資組 林君育

為鼓勵園區廠商積極投入研發，引進學研單

位研發能量，強化產學合作資源整合，本局今年

更延續辦理「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並於 3

月 7 日舉辦宣導說明會。

本研發計畫是三個科學園區行之有年的產學

合作平台，主要由廠商向管理局提出申請，並結

合學研機構共同研發新產品、新技術。本年度經

費共 3,400 萬元，受理申請日期自 3 月初起至 4

月底止，歡迎廠商踴躍申請。

說明會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會中邀集

園區廠商、大專院校及研發單位，共計 15 家學研

機構及 20 家廠商代表蒞臨參加，期望與會代表能

藉由此說明會進一步了解計畫推動精神及方向，

及早著手進行籌劃。計畫相關訊息請至本局網站

(http://www.ctsp.gov.tw/ 投資引進 / 研發精進 )

下載參閱。

廠商照過來
百年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說明會

訓練講習

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當天說明會

廠商照過來
百年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說明會
Introduction Seminar on R&D Piloting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Industries 
and Academia at Science Parks

説明会－研究開発精進産学協力計画

潘冀建築師
談人生基本功

文 / 人事室 陳芙萱 ‧ 圖 / 潘冀建築師事務所

3 月 8 日婦女節，潘

冀建築師與楊局長認識多

年來，首次來局演講。局

長在引言時回憶起 30 多年

前，潘建築師就曾情意相

挺協助竹科建造大門，其

意象每個人都有不同解釋，

有人說 H 代表當時的何宜

慈局長 (H 意指”何”之英

文字首)，也有人說這是 Hi Tech，竹科標準廠房、

友達及台積電等都出於其手筆。

潘建築師在演講中提及，建築所涉及的身、

心、社會、環境與工程科技的問題，較任何其他

專業領域更多、更廣。建築設計基本態度應是文

以載道，文道皆不可缺，但道先於文。建築以載

道，運用於建築設計，尊重自然與環境，按正確

原則使用專業科技，對使用者存關懷態度，在設

計上將可自由揮灑，不偏不頗。而對其建築的任

務與使命在於：雋永自然的創新、敬業誠信的服

務、精確可靠的執行。

最後，潘建築師也提出幾點建議給本局同仁：

在專業上，努力敬業求進步，保持卓越才容易談

「堅守原則」；不患得患失，不慌張躁進，才能

不隨波逐流；保持謙卑的心，知道自己的有限，

才能不斷更新，且免於得意忘形；有僕人的心志，

代管者而非擁有者。

The Speech of Architect J. J. Pan in CTSP, Start 
Your Dream from the Basic Principals

講座－建築と人生　すべて基礎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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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溝通 交通服務再提升

文、圖 / 建管組 陳冠樺

景氣復甦，園區廠商持續擴建，車流量隨之

增加，交通問題亦逐漸產生。本局於 3 月 16 日召

開中科園區推動交通改善規劃座談會，廣邀園區

各事業單位進行相互溝通與意見交流，希望透過

各廠商代表之建言，提供園區安心、順心及放心

之交通環境。

座談會由陳銘煌副局長主持，會議先就「中

科巡迴巴士服務再提升」與「中科巡迴巴士推動

或路線調整之意見交流」等二大議題進行推動構

想說明，與會者皆對本局努力爭取市區公車延駛

至中科園區、提供園區免費交通車等大眾運輸服

務及持續針對易肇事路口之交通安全改善方案表

示支持與肯定。另外，廠商代表建議台中園區往

返烏日高鐵站路線應增加班次部分，本局將於會

後調查該路線旅運需求後研議辦理，以提升巡巴

服務水準；有關交通安全改善之建議，亦將邀集

相關單位會勘後，針對建議地點之交通特性進行

改善，以降低肇事率發生，保障用路人安全。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中）主持座談會，右為建管組林梅綉專門委員、左為游志祥科長

Listen to the Needs of Park Companies to Design a Smoother and Faster Park Transportation

座談会－交通改善計画

高風險廠場專案檢查計畫宣導會

文 / 環安組 王啟嵩

為建構園區安全工作環境，以達工安零意外

終極目標，本局於 3 月 4 日辦理「高風險廠場專

案檢查及工安診斷暨宣導活動計畫宣導會」，特

邀請雲林科技大學彭瑞麟教授及中國醫藥大學廖

宏章教授擔任課程講師。

本次宣導對象為園區內已達甲、丙及丁類

危險性工作場所且申請通過合格之廠商，及未

達甲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廠商；宣導重點為前

述危險性工作場所依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

查暨檢查辦法」規定，事業單位對於檢查機構

檢查合格之甲及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應於製

程修改或至少每 5 年重新評估一次，實施評估

必要之更新及記錄。另外，丁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之營造工地、高科技新建廠房工程之現場查

核及是否有變更主要分項工程施工方法等，亦

為本計畫查核重點。本局將督促其落實送審計

畫及承諾事項之執行度，以協助高風險事業單

位建立自主管理制度。

Hi-risk Working Environment Inspection Seminar

講座－危険性の高い職場の検査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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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新修法規宣導

高危險作業危害預防檢查宣導會

文 / 環安組 陳冠宏 ‧ 圖 / 環安組 林雅書

文 / 環安組 洪進源

為強化勞工健康服務，增進職場職業病預防

及健康促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 100 年 1 月 21

日修正發布「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以健全醫護

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制度，提升我國勞工健

康照護率。其中修正條文已取消科學工業園區中

聯合醫療衛生單位之設置，改以事業單位應僱用

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依所定臨

廠服務頻率，辦理臨廠勞工健康服務方式辦理。

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代表與本局等相關人員於

3 月 1 日拜會勞委會安衛處傅還然處長，另於 3

月 18 日舉辦宣導會，由勞委會彭鳳美技正說明此

修正條文及華邦電子洪繼仁經理暨醫護團隊推動

勞工健康服務經驗分享，會中就「事業單位同一

工作場所的定義」、「醫護人員是否應為專職」、

「醫護人員臨廠服務的頻率、時間」、「職業專

為有效提升園區事業單位執行高危險作業及

高致殘作業之危害辨識及評估之知能，本局於 3

月 17 日辦理「高危險及高致殘作業危害預防專案

檢查暨宣導活動計畫」宣導會，特邀請中國醫藥

大學王天賜老師及弘光科技大學賈台寶老師擔任

課程講座。

本次宣導對象為園區事業單位（含營造業）

申報高危險作業者及精密機械業具高致殘作業

科醫師的數量是否滿足法規要求」等議題進行討

論。期許各事業單位發揮醫護人員效能，落實職

業病預防、健康檢查、健康分級管理、配工、選

工及健康促進之工作，為勞工健康把關。

者，重點為推動要求事前應主動申報高危險作業

及文件，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辦理進行現場檢查。

本局為預防本園區內從事精密機械業高致殘作業

所造成危害，針對從事關鍵性易有機械切、割、

夾、捲等危害作業之作業別及勞工來進行宣導、

輔導及檢查，從源頭防止危害產生。擬藉本計畫

之推動，以期達工安零意外之終極目標，建構園

區安全工作環境。

Hi-risk Operation Danger Prevention and Inspection Seminar

講座－ハイリスクの作業の危険性を予防・検査

宣伝会－「労働健康保護規則」に関して一部の改正
Alternation Announcement of "Regulations of the Labor Health Protection"

政風小語
行政健全透明，風紀端正澄清；貪腐無所遁形，廉潔你我同行。
Transparent Administration with Righteous Principles, Erase all Scandals and Move 
on with Integrity

行政制度が透明…風紀が正しくする
汚職なら必ず発覚される…廉潔を守るのは我々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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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作業與經費核銷正規講習

家的距離近了  單身宿舍招租說明  

文、圖 / 建管組 林益弘

文、圖 / 會計室 施俐吟

中科台中園區單身宿舍預計於 100 年 5 月可

提供租用，為使園區廠商能了解本局單身宿舍租

用條件、租金、設備及公共設施等規劃，於 3 月

4 日舉辦招租說明會，會中先以簡報說明本宿舍

主體結構為一棟 13 層共 400 戶ㄇ字型建築物，

地上 1 層有 12 戶及相關公共空間，地上 2 至 13

層共 388 戶，地下 2 層為汽機車停車場。每戶約

為讓本局同仁降低文件錯誤率、縮短付款時

程及提高行政效率，本局於 3 月 7 日舉辦「採購

案件與經費核銷常見缺失講習會」，加強同仁對

採購、經費支用核銷之相關知識及共識，俾利各

項業務之推動。

當天講習內容包含政風室任希文主任主講

「政府採購法監辦簡報」，詳實報告採購監辦

工作相關規定及應注意事項；秘書室陳萬教科

15坪，室內空間約9坪；並備有家具、廚具、衛浴、

中央空調、中央熱水供應及有線電視收視訊號等

設備。簡報後由廠商提出問題，主要關切內容為

可否增設巡迴巴士宿舍線、加設晒衣空間、可否

開立員工個人發票及引進餐飲業者等需求。

坐落於台中園區西側科園三路旁的單身宿舍，

背倚靠台中都會公園，面朝東正向台中市區，居高

臨下可一覽台中都會絢麗的夜景，加上環境優美舒

適，採光通風視野佳，何時起租一直是廠商及員工

所關切的。現在，可以不用等了，中科台中園區單

身宿舍已於 100 年 3 月 15 日截止申請承租登記，

經統計申請承租數達 651 戶，反應相當熱烈，本

局將於 4 月上旬個別通知廠商獲配情形，並以提供

最完善的設施及最優質的服務為目標，使園區員工

辛勞一整天下班後有如回到家的感覺。

長報告「本局採購常見缺失及應注意事項」，

由採購簽辦、上網公告、招 ( 決 ) 標等規範及

常見缺失；會計室張麗娟科員報告「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修正－價金支付」之合約價金相關之

修訂及宋鈴君專員主講「經費核銷規定與錯誤

態樣案例」之各採購案件經費核銷相關規範與

本局常見錯誤態樣案例等，內容豐富實用，讓

與會同仁受益良多。

台中園區
單身宿舍

Leasing Announcement of CTSP Dormitory for Singles for May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独身職員寮は 5 月から

同仁當天出席相當踴躍

Purchasing and Verification Procedure Details Seminar
講座－公務上の購買発注や購入費用検証について

18 中科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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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國華盛頓州參加放射性物質查緝訓練 

文、圖 / 工商組 陳怡彥

2 月 21 日至 25 日，赴美參加由華盛頓州

富國市 (Richland) 能源部 HAMMER 訓練中心舉

行的放射性物質研習活動。課程由能源部太平

洋西北國家實驗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PNNL）規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負責協調相關單位參訓事宜，其目的係訓練我

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相關執行人員，查緝未經核

准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轉口轉運及相關辨識能力

及實務演練，特別強調放射性物質之檢測、攔阻

與辨識。

本訓練理論講解及實作訓練並重，課堂上教

授核武、生化武器與飛彈製造原理及其可能使用

之材料與生產裝置，有助學員了解戰略性高科技

貨品出口受管制種類及原因。此外，學員須熟悉

輻射入口監測器系統運作及多種手持式偵測輻射

源裝置使用及操作，學習判讀車輛或人員通過輻

射入口監測器所得輻射分布曲線資料，決定是否

以手持式輻射偵測設備進行二次檢測。最後，並

安排學員實際體驗現場貨櫃輻射偵測檢查，了解

如何查緝放射性物質，以提升海關人員執行港口

貨櫃輻射源偵辨能力。

全體參訓學員合影

本局陳怡彥科員（右 3）專注聆聽教官說明手持式輻射偵測
設備操作原理

學員使用手持式輻射偵測設備進行二次檢測找出貨櫃輻射源
位置

文、圖 / 工商組 陳怡彥

園區活動

Radiation Materials and Cargos Detection Training in Washington States
米国へ放射性物質検査についてのトレーニングを受ける

19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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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腳ㄚ初春暖身操 苗栗頭屋喫茶趣

文、圖 / 營建組 李俊興
過完一個舒舒服服的年，感覺到身上沉重了

許多，為使紅腳丫社員們充滿朝氣迎接新一年的

挑戰，便規劃於 3 月 5 日帶大夥到苗栗頭屋鄉山

裡面透透氣，吸收芬多精，進行一場初春暖身操。

集合出發地點茶書坊，擁有廣闊的大草原，

美麗的小山丘，可以垂釣的魚池，並且擁有寧靜

森林的環山步道，以及鄰近充滿芬多精的單車路

線，因此一同出遊的小朋友可以盡情奔跑玩樂；

出發前茶書坊主人潘教官說明路線的騎車注意事

項，並介紹當地陪騎的自行車車友後，隨即開始

今日的單車之旅。

沿路盡是蟲鳴鳥叫、滿滿樹蔭、芒花隨風搖

曳，騎上單車正好與這些美麗相遇，剛開始還能

感受悠閒的氣氛，偶爾聽到隊友向天長嘯，但隨

著坡度越陡，耳邊的喘氣聲也越來越大，好不容

易到石觀音寺前小憩片刻，繼續往獅潭方向前進

到雲洞宮，短暫地鳥瞰苗栗市區後，即轉往苗栗

的秘密花園－明德水庫，整段騎乘路線車輛少、

路面平整、空氣清新，騎起來相當舒服。

中午就在茶書坊享用當地美食，飯後泡茶，

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今年度紅腳丫的第一個旅

程，是讓大家吃得飽飽，騎得爽爽，心靈收穫滿

滿。

紅腳ㄚ百年首趟單車之旅讓大
家騎的盡興，想必將號召更多
熱愛騎車的車友來參與

飽足之餘再沏壺茶，談笑間好
好享受遠離城市的寧靜

20 中科簡訊

Red Soil Feet Biking Club Paid a Spring Visit to TeaBookWork in Miaoli
初春にリフレッシュ！中科赤足自転車グラブは苗栗頭屋茶書坊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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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管齊下 求職求才皆如願

文 / 環安組 許金滿 ‧ 圖 / 環安組 林雅書 

景氣回春，園區企業求才若渴，為加強就業

媒合，本局與中彰投就服中心豐原就服站及所屬

中科、后里等就服台，合辦多場廠商徵才活動，

且為求職民眾開辦「就業輔導班」，力求雙管齊

下，協助廠商找到好人才、幫助民眾找到合適工

作。

在建國百年初始，企業因應訂單回流及年後

轉職潮，普遍呈現搶人大作戰之局。本局及中彰

投就服中心為協助中科廠商尋求在地明珠，在短

短 3 個月時間，已在園區辦理 13 場次單一徵才活

動，共提供 450 個工作機會；4 月份更將於后里

園區辦理廠商小型聯合徵才活動，年度就業博覽

會也預定於畢業季後展開。且鑒於去年辦理「就

業輔導班」之媒合成效甚佳，今年首場已配合 3

月 9 日瑞晶電子公司技術員徵才活動舉行，課程

傳授求職民眾應試密技、無塵衣試穿體驗等，以

提升就業錄取機會。本局未來將視廠商及求職民

眾需求，持續提供完善就業服務。

於后里園區辦理就業輔導班學員專心聽講情形

免費常見
生活法律專題講座

文、圖 / 中科員工協助中心 謝曉琪

中科員工協助中心今年度持續提供免費協助

服務包含：專業法律諮詢、臨場紓壓及情緒管理

課程、員工抗壓性檢測以及大型理財、親子教育

與法律專題講座。

歡迎園區廠商及員工踴躍參加，詳情請至

ceap.org.tw 或 www.ctsp.gov.tw 查詢。

活動預告

Use All Means to Help People Get the Jobs and Help Tenants Find Talent

CTSP EAP Center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Presents the Daily Life Law 
Consulting Seminar (Free on 4/14 in Huwei 
Park)

人材募集活動も就職補導コースも行われた

お知らせ－生活によくある法律問題に関する講
座（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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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
水柳

文、圖 / 營建組 蔡紹斌

系列報導

Water Willow in CTSP 
Taichung Park

從「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一句詩當中，可知它是

一種很容易種植、繁殖的樹木，加上它喜歡潮濕及枝條柔軟抗風的特性，

是早年西海岸地區稻田防風林的常見樹種，也或許因為這樣，你我都以

為自己認識「柳」，殊不知這台灣海拔 200 公尺以下、鄉間常見的原住

民水柳，其實有許多你可能不知道的特性，像水柳是一種雌雄異株的樹

木，它的雌雄花雖都是葇荑（ㄊㄧˊ）花序，不開花時，雌雄莫辨是當然；

而到了開花的時候，你莫辨雌雄也是應該！

因為中國文學吟詠江南池畔常見的楊柳（垂柳）之故，大家多認識

且喜歡它這個同房親戚，同樣柔軟身段與隨風搖曳，不同的是垂柳枝條

慵懶下垂，而水柳的則是向上迎風伸展；只是中國文學中的「柳」多半

是指垂柳，但大家多不知道，所謂的「柳絮」則多指水柳，因為垂柳在

果實成熟時，不會有隨風飄散的柳絮（且台灣的垂柳少見開花結果），

反而是水柳才具有白色的柳絮，而柳絮帶著水柳種子四處飄飛，也因此

有柳絮的才是雌花，那掉落滿地、長 3 到 6 公分的葇荑花序，都是已盡

了義務的雄花！

三、四月間，春到中科，水堀頭公園裡的大社支線旁種了一排水

柳，嫩葉及雄花青翠無比，向天空伸展；工商服務大樓旁的中科路人行

道也有一排水柳，嫩葉、雌花及其受精了的棉絮，一樣在藍天下搖曳著，

只是我想這兩處水柳一定很不解，為何中科在水堀頭公園裡種的多是雄

株，而在中科路旁開的多是雌花，這千里姻緣，誰來牽啊！？

台湾アカメヤナギ

水柳雄花特寫

水柳雌花與葉的特寫

水柳與工商服務大樓

22 中科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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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豔遇  即將帶來致命的意外

文、圖 / 環安組

色遇 The Tourist（保護級）
放映時間：100 年 4 月 13 日（三），PM6：30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類　　型：動作、劇情、犯罪、懸疑 /驚悚

片　　長：1 時 44 分

導　　演：《竊聽風暴》弗洛里安亨克爾馮杜能斯馬克

演　　員：《魔鏡夢遊》強尼戴普、《特務間諜》安潔莉娜裘莉

劇情簡介：	

法蘭克 ( 強尼戴普	飾 ) 到威尼斯散心，邂逅了美女伊萊斯 ( 安

潔莉娜裘莉	飾 )。沒想到他卻因此捲入一段複雜的陰謀…

夢想巔峰（普通級）
放映時間：100 年 4 月 27 日（三），PM6：30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類　　型：公視	紀錄觀點

片　　長：54 分

導　　演：柯金源

劇情簡介：	

2007 年 5 月，六個來自不同領域的人，經過一年多的集訓，勇闖北美洲最高峰，在超低溫的冰雪環境

下，「夢想顛峰」記錄台灣人努力實踐夢想的故事。（本片使用本局簡報設備播放非 350 吋大螢幕）

中科電影院 4 月份大 Fun 送

2011 公視系列影展活動預告

公視為與民眾分享公視製播的優質影片，特別舉辦系列影展活動，提供本局〈公視人生劇展〉及〈紀

錄觀點〉系列影片之播映權，自 4 月起至 11 月止，於下列日期晚上 6 時 30 分在本局 101 會議室播放

共 9 部影片，歡迎闔家蒞臨觀賞。

CTSP Cinema - April Free Fun Movies

2011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Film Festival

4 月の無料映画を見に行かない？

お知らせ－ 2011 年公共テレビのシリーズ映画の公開放送

4 月 27 日 夢想巔峰 9 月 28 日 警察遊戲 /尋人啟事

5 月 25 日 回聲 9 月 28 日 拳擊手套布娃娃

6 月 29 日 秋宜的婚事 10 月 26 日 出走的好理由

7 月 27 日 我的爸爸是流氓 11 月 23 日 蟹足

8 月 31 日 尋鬼記

文、圖 / 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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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100 年 3 月 5 日，我們訂婚了，以此許下彼此

一生的承諾。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們生活在

沒有對方的世界裡。在人生的每一次選擇中，

我們不斷地彼此靠近，命運就這麼將我們安排

在一起了。從我們決定在一起的那一刻起，身

邊有個人可以相伴到老，共同實現執手偕老的

諾言了。

文定之喜 / 會計室 施俐吟

在 100 年 2 月 28 日又當爸爸了！
工作上，長官交待的我全力以赴，身為丈夫該

做的事我也從不逃避，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

的，沒想到功課做過頭，一次就得了二個寶貝，

雖然有過一次育兒經驗，但一次來了雙胞胎，

除身體的勞累，卻是滿載愛的負擔。感謝老婆

大人，妳辛苦了～下次我會做好事前準備，絕

不再犯。

喜獲龍鳳寶寶 / 營建組 溫士源

100 年 3 月 12 日與謝元銘先生文定之日。經過如此長的時間知道了你的好、你的溫柔、
你的體貼和帶給我許多的快樂。我知道就是你
了，未來的日子，我們會一直牽著彼此的手，
幸福的度過每一天。

文定之喜 / 會計室 張元亭

於 100 年 2 月 13 日升格當新手爸爸囉！

給我的寶貝－林家樂小朋友

從今以後拔比將為你付出所有心力，只願你是

個時相完全、圓滿的乖寶貝～愛你的拔比

喜獲麟兒 / 營建組 林建國

24 中科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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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100 年 4 月份徵才
公司名稱 職  缺 條  件

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資訊工程類/作業支援工程師 碩士/博士畢業、資訊工程相關/資訊管理相關、3年以上工作經驗 

資訊工程類/機台自動化工程師 碩士/博士畢業、資訊工程相關/資訊管理相關、3年以上工作經驗

晶圓製造類/工安環保工程師 大學/碩士畢業、環境工程相關/工程學科類、2年以上工作經驗

晶圓製造類/Mechanical Engineer（廠

務工程師）

大學/碩士畢業、化學工程相關/機械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2年
以上工作經驗

應徵方式：意者請至台積電企業網站->人力資源->加入台積登錄個人履歷表登錄履歷網址http://tsmc. 104ehr.com.
tw/company/tsmc/ tsmc_index.htm

友達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

LCD製程/設備工程師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測試整合工程師 大學以上，電機、電子、化學相關科系

製造課長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系所畢

品質工程 大學以上，工業工程、工程學科相關科系

Array/Cell製程開發工程師 碩士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應徵方式：請進入http://hr.auo.com/cht/joinus.aspx登錄詳細履歷，若有合適職缺，友達將與您主動聯繫

台灣康寧顯示

玻璃

（股）公司

Process Engineer 化工、機械、工程學科類大學以上學歷

TOD & BOD Engineer 機械、電機電子、自動控制、工程學科類大學以上學歷

Equipment Engineer 機械、電機電子、工程學科系大學以上學歷

Facility Engineer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畢

Enclosure Engineer 電機電子工程科系大學以上學歷

Glass Technology Engineer 化工、機械、材料工程學科類大學以上學歷

Line Engineer 化工、機械、材料工程學科類大學以上學歷

維修副工程師 專科以上理工相關科系畢

應徵方式：意者請上公司網站或104投遞履歷

聯勝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

晶片/晶粒製造技術員 高中職以上畢科系不拘

磊晶部技術員 磊晶機台操作

助理工程師、設備副工程師 專科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工安助理管理師(氣化管理)、品保工程

師/1人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設備副工程師/3人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工程部工程師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

股務管理師、會計人員/1人 大學以上商學科系

研發助理工程師/1人 大學上光電子工程、電機電子工程、物理學相關科系

應徵方式：1.可透過104投遞制式履歷     2.可透過中科就服台投遞履歷

和大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研發儲備幹部 專科以上機械工程相關科系畢

研發工程師 大學以上電機電子維護相關科系畢

機械設計工程師、國外業務 專科以上理工相關科系畢

應徵方式：意者請上全國就業e網或104投履歷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人材募集中
2011 CTSP Job Fair in April

上述職缺意者請依應徵方式投遞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中科就業服務台為您服務
中科就業服務台 04-25607437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1 號 ( 中科管理局工商大樓 1 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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