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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 

105年度 1至 12月份大事紀 

日 期 重  要  事  件 

1/7-13 
本局王永壯局長赴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2016

國際消費電子展CES，觀摩潛在高科技廠商。 

1/8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同仁拜會二林鎮張國棟

鎮長及二林工業促進會洪文哲理事長，洽談二

林園區二階環評辦理進度。 

1/13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同仁拜會彰化縣政府環

保局江培根局長，洽談二林園區排水方案及園

區事業協助畜牧業豬糞尿發電取得碳權合作

事宜。 

1/14 

行政院第3483次院會，本局王永壯局長報告

「中興新村‧下一代新村」，院會決定准予備

查。 

1/15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用地開發計畫健康風險評

估規劃及範疇說明會。 

1/18 

拜會行政院環保署綜合計畫處余振海科長洽

談高等研究園區環評中有關一般事業廢棄物

及廢水事宜。 

1/19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於本局辦理「國際觀測動

態情資分享會議」，與同仁分享與交流所研究

之國際標竿科學園區之創新作為與發展模

式，並由本局王永壯局長致詞。 

1/20 召開105年度資訊安全委員會議，由本局陳銘

煌副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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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率同仁，會同經濟日報人

員至二林園區進行實地採訪。 

1/20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用地第二次環評變更工作

小組第2次會議。 

1/21 函知園區事業及相關機構有關105年春節假期

辦理進、出口貨物通關業務便民措施事宜。 

1/21 本局王永壯局長受邀出席凌嘉科技公司及台

灣三木普利公司開幕典禮。 

1/22 本局召開辦理本年度環境保護、勞工行政、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工作重點說明會。 

1/22 召開CSR重大考量面分析及指標分工會議。 

1/25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核定中興新村「中興新

村，下一代新村」。 

1/26 辦理「105年度春安防災(高危險作業及營造作

業危害預防)宣導會 」，進行職災案例及高危

險作業危害預防措施宣導，共計76名園區廠商

與營造業之安全衛生相關主管及人員參加。 

1/27 評選出中科園區105年模範勞工26名，並薦送

台灣美光公司彭郁芬小姐參加105年全國模範

勞工選拔。 

1/27 辦理園區地震狀況通報測試，模擬發生三級以

上地震時，由本局地震儀自動發送震度級數簡

訊通報，並請園區事業單位確認廠內狀況後回

報。 

1/29 會同台中市勞工局豐原就業服務站至達鴻公

司協助處理大量解僱勞工案，提供被資遣員工

之相關法令諮詢、失業給付申請、協助再就業

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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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進行后里環評現地監督。 

1/29 環境法律人協會函送「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

金會」12名董事候選人名單，本局並於105年2

月3日函轉科技部遴選6名董事。 

1/30 訂定「105年度春節期間電腦機房安全作業實

施計畫」，俾確保機房安全。 

2/1 經濟部沈榮津次長率技術處及工業局現勘「中

興新村‧下一代新村」案，該部負責規劃之衣

及育樂各場域地點，由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陪

同。 

2/1、2/5 本局會同台中市政府勞工局豐原就業服務站

舉辦12場次失業給付申請說明會及徵才媒合。 

2/3 本局函轉環境法律人協會整合董事12人推薦

名單至科技部。 

2/5 公告園區通關春節連續假期通關服務事項。 

2/6 凌晨3：57發生地震，台中園區3級、虎尾園區

4級，本局立即以簡訊通報廠商，確認園區無

災害事故後向科技部回報。 

2/14 台中污水廠實驗室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檢驗所NIEA認證(NO.174)。 

2/17 拜會二林鎮張國棟鎮長、代表會許杰霖主席及

工業區發展促進會洪文哲理事長說明有關二

林園區二階環評進度。 

2/22 拜訪彰化縣政府建設處陳詔慶處長研商有關

二林園區廢水搭排事宜。 

2/24 台灣美光公司徐國晉董事長邀請當地里長里

民參訪該公司，以釐清民眾對該公司噪音及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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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防治上之疑慮，並增加與居民互動，本局由

施文芳副局長出席。 

2/25 雲林縣環保局協助本局環境教育場所申請，率

雲林縣水林鄉大興國小師生共39位至本局虎

尾污水處理廠參與環境教育事宜。 

3/1 召開中興新村假日市集協調會，由本局陳銘煌

副局長主持。 

3/2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出席行政院環保署辦理之

「開發案用水回收環評執法研討會」。 

3/3 召開本局105年度第1次性別工作平等會臨時

會議。 

3/4 舉辦「105年度第一梯次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開業式。 

3/4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視察「中興新村．下一代新

村」計畫推動情形，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員陪

同。 

3/8 召開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第二期暨

生產力4.0宣導說明會。 

3/9 辦理水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新修訂法規重點宣

導說明會。 

3/10 辦理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青創基地工商服

務大樓（原人事行政總處及國庫署）整修先期

規劃案期末報告說明會。 

3/11 召開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捐助人會議。 

3/15 召開105年度第1場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局王

永壯局長主持。 

3/16 召開105年度首場記者會，由本局王永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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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凌嘉科技集團陳連春董事長共同主持；並推

廣園區科技人文藝術，安排媒體參觀該集團位

於台中園區之研發營運總部人文藝術走廊。 

3/16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金檔獎工作小組團隊前

往竹科管理局進行首場標竿學習。 

3/21 本局王永壯局長率兩位副局長、主任秘書及多

位一級主管拜會二林鎮張國棟鎮長及二林地

區發展工業區促進會洪文哲理事長，說明目前

二階環評辦理進度及未來規劃方向。 

3/21 辦理「105年度第一梯次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營前訓練，三園區提供創業服務資源並設攤提

供個別諮詢。 

3/22 參加科技部召開環評追蹤小組105年度第1季

會議。 

3/22 召開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5年度第1次會

議。 

3/23 召開臺中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5年度第1次會

議。 

3/25 舉辦「青創時代專家座談會」，安排業師針對

創業團隊提供專業諮詢與建議，並提供教育訓

練，同時邀請園區廠商參加媒合活動。 

3/30 二林地區發展工業區促進會洪文哲理事長率

團參訪台中園區。 

4/5 主婦聯盟、反中科搜查線等環保團體參訪台中

園區污水處理廠。 

4/6 成大電資學院許渭州院長率BenQ明碁電通及

將捷集團現勘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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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召開二林園區開發許可訴訟案言詞辯論庭。 

4/7 召開「104年中部科學園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初稿討論會議。 

4/7 行政院環保署召開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申請

環境教育場所認證補正事項審查會議。 

4/11、4/12 會同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后里園區及台中

園區廠商公共危險物品聯合稽查。 

4/12 召開后里七星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公聽會及現場勘查。 

4/13 召開105年第3次土地核配會議，審核正瀚、愛

爾蘭商意利、台灣利得等公司申租中興新村高

等研究、二林及虎尾園區土地事宜，由本局王

永壯局長主持。 

4/13 召開105年度后里園區廠商訪視座談會，由本

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4/14 「中興新村下一代新村」計畫中展現未來生活

科技智慧屋「36智慧驛站」竣工。 

4/17-4/22 科技部陳德新常務次長率團赴日本參訪，以促

進台日雙方有關推動生醫產業之經驗交流與

合作，本局由陳銘煌副局長參加。 

4/19 拜會彰化縣建設處戴瑞文處長研商google用

水事宜。 

4/20 召開「內部專案小組第11次委員會議」，由林

梅綉主任秘書主持。 

4/23 本局與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豐原就業服務站在本局一樓共同舉辦「2016

年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當天逾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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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民眾參加，媒合率達40%。 

4/24-5/1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赴英、法兩國參訪未來智

慧城市及廠商。 

4/25 召開本局105年度資通安全委員會暨審查會

議，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4/26 召開台積電擴建基地試驗性質之化學品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會。 

4/27 函送修正臺中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設置要

點予科技部。 

4/27 辦理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認證稽核。 

4/28 本局提送「中興新村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基

礎環境整建與改善計畫」細部計畫書予科技

部。 

4/28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金檔獎工作小組團隊前

往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進行標竿學習。 

4/29 召開「104年中部科學園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第二次初稿討論會議。 

5/3-5/4 科技部林一平次長及錢宗良次長帶媒體參訪

高等研究園區及台中園區，王永壯局長率相關

同仁接待。 

5/4 辦理后里園區「中科FUN電影」活動，現場安

排勞工法令有獎徵答，並結合敦親睦鄰及檔案

開放應用宣導。 

5/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中科四期開發許可行

政訴訟案原告之訴駁回(內政部及本局勝訴)。 

5/5 辦理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既有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第二期改善工程案施工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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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5/5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

分)環評監督現地查勘。 

5/5 辦理「金檔獎參獎籌備經驗講習」，邀請竹科

管理局倪茂榮專門委員分享金檔獎參獎經驗。 

5/10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金檔獎工作小組參訪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5/10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基地第2次環評變更工作小

組第5次會議。 

5/11 虎尾園區污水處理廠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5/13 拜訪行政院環保署綜合計畫處劉宗勇處長洽

談高等研究園區環評有關事宜。 

5/13 科技部函復有關台中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增聘民間團體。 

5/13 本局核定「105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

補助計畫」共計補助9校13案，總金額為830

萬元。 

5/16 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

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第2次公聽會及現勘。 

5/16 中科虎尾園區免費高鐵接駁專車正式上路。 

5/16 園區工安促進會精密機械家族與勞動部職安

署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成立健康家族，加強

輔導園區精密機械廠商辦理職場健康與衛生

管理措施。 

5/18 本局王永壯局長陪同行政院蔡玉玲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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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高等研究園區「中興新村‧下一代新村」

計畫智慧住宅(36智慧驛站)建置成效。 

5/18、5/25 辦理園區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

選拔初選事宜，並將初選結果函送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參加全國決審。 

5/19 會同馮詠淮、郭明洲及楊春明等三位里長環保

監督小組委員執行后里園區廠商固定污染源

排放管道夜間稽查檢測。 

5/20 辦理倉儲物流中心104年營運績效評估會議。 

5/20 召開「空污稽查及許可管制作業重點」宣導說

明會。 

5/24 召開CSR第一次查證會議。 

5/25 本局王永壯局長視察台中園區擴建基地公共

工程開發進度。 

5/25 召開105年度台中園區第2場廠商訪視座談

會，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主持。 

5/26 召開二林園區二階環評第16次工作會議。 

5/30 拜訪彰化縣政府建設處討論彰濱工業區使用

再生水事宜。 

5月份 本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共核定執行10件

產學合作研發案件，總補助金額達2,319萬元。 

6/2 辦理虎尾園區「中科FUN電影」活動，現場安

排勞工法令有獎徵答，並結合敦親睦鄰及檔案

開放應用宣導活動。 

6/3 本局與臺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假逢甲

大學中科校區舉辦「中臺灣產業創新技術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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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辦理虎尾園區清淨家園全民運動活動。 

6/6 園區同業公會舉辦105年度中科園區高階主管

聯誼會暨模範勞工表揚，本局王永壯局長、園

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臺中市政府副秘書

長郭坤明與園區各單位高階主管齊聚於有眷

宿舍一樓會議廳進行聯誼、交流，並邀請逢甲

大學校長李秉乾演講「從韓流看台灣產業發

展」。 

6/8 科技部完成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剩餘1

名董事遴選，董事為林三加。 

6/13 召開環保署后里園區環評審查結論執行監督

小組第38次會議。 

6/14 拜訪烏日焚化廠協助園區廠商廢棄物去化問

題。 

6/15-17 「2016台北國際光電週」於台北世貿南港展覽

館展出，中科廠商計有合盈光電、長園科技、

橙的電子、台灣彩光、聯勝光電、長泓能源、

台灣樫山等多家廠商參展。 

6/15 辦理105年度節水節能宣傳活動，邀請台積電

孫旭輝經理演講「台積電新綠色思維-節能省

水減廢新挑戰」。 

6/16 出席仲裁協會104仲聲義字第073號仲裁事件

（與中科物流公司履約爭議事件）第一次詢問

會。 

6/16 成功大學詹寶珠教授及東海大學蔡清欉教授

參訪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6/16 洪慈庸立委辦公室召開后里園區開發計畫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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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及10-2施作滯洪池案協調會。 

6/18 科技部楊弘敦部長視察高等研究園區及台中

園區(含擴建區)開發情形，本局王永壯局長率

陳銘煌副局長、施文芳副局長、林梅綉主任秘

書，以及相關組室主管陪同與解說。 

6/18 本局與臺中市政府、前瞻社、經濟部工業局、

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等單位共同舉辦「前

瞻智慧機械與航太 提升台灣競爭力」論壇，

本局王永壯局長並擔任與談人 

6/20 召開105年度台中園區第3場廠商訪視座談

會，由本局陳銘煌副局長主持。 

6/20 召開二林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5年第1次會議。 

6/21 本局與南投縣政府環保、衛生、農業等局處及

市公所與中興警察分局、里辦公室等於高等研

究園區共同辦理「621中科送幸福」活動。 

6/22 召開台中園區環保監督小組 105年第 2次會

議。 

6/23-24 本局陳銘煌副局長率金檔獎工作小組團隊前

往嘉義大學及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辦理檔案修護教育訓練與參獎經驗

標竿學習。 

6/24 科技部楊弘敦部長視察中科並勘查二林園區

開發情形，本局王永壯局長率陳銘煌副局長、

施文芳副局長、林梅綉主任秘書，以及相關組

室主管同仁陪同與解說。 

6/27 辦理105年度第2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內部稽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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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拜訪台中市政府環保局白智榮局長洽談園區

廠商廢偏光板廢棄物去化問題。 

6/29 召開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5年第2次會議。 

7/1 

公布創新創業激勵計畫105年第一梯次最終大

獎，本局輔導團隊在本次表現成績耀眼，經決

選10個團隊中共6隊獲獎，其中「群雁生醫」、

「控骨立」及「ChaseWind」等3隊獲「創業傑

出獎」，另外「精矽膜」、「 PicSee」及

「SkySentry」等3隊獲「創業潛力獎」。 

7/6 

行政院主計總處黃叔娟處長率訪查團一行10

人至本局辦理內部控制考評實地訪查，本局由

陳銘煌局長率同仁參與座談會。 

7/6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同仁拜訪環保署綜計處

洪淑幸副處長討論變更台中園區擴建區環評

審查結論事宜。 

7/6 
舉辦閱讀講座-與作者有約「你就是改變的起

點」，邀請天下文化林天來總經理擔任講座。 

7/10 辦理科學園區通關系統同/異地復原演練。 

7/12 辦理科學園區通關資訊安全認證外部稽核。 

7/12 柯承恩教授率台大EMBA參訪中興新村高等研

究園區，本局王永壯前局長率同仁接待。 

7/13 環保署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環境影響

說明書第1次變更內容對照表專案小組審查會

(結論為”審核通過”)。 

7/18 舉行本局新、卸任局長交接典禮，由科技部陳

德新次長主持監交，原任局長王永壯調任竹科

管理局局長，新任局長由副局長陳銘煌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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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科技部陳德新次長視察高等研究園區宿舍，由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同仁說明。 

7/20 提送105年度行政院管制計畫「未來優質生活

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計畫」年度計畫書予科技

部。 

7/20、7/29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同仁出席行政院全球招

商聯合服務中心召開「研商如何提昇中科園區

及南科園區環差審查時效以促進產業投資」會

議。 

7/21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同仁與水利署、自來水公

司等單位，研商調度農水計畫工程相關設施利

用事宜。 

7/21-24 台灣生物科技大展於台北南港展覽館盛大舉

行，本局與園區廠商-瑞基海洋、伊達醫療、

海昌國際等三家廠商，共同組成「中科館」宣

傳中科園區。 

7/22 辦理台中園區環境綠美化研習及現地觀摩。 

7/23 協同辦理「中部地區傑出經理人獎」頒獎典

禮，由本局陳銘煌局長陪同陳建仁副總統及臺

中市張光瑤副市長出席。 

7/25 函送科技部推薦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擔任財團

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董事。 

7/25 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出席中化健康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開幕酒會並擔任剪綵嘉賓。 

7/25 參加勞動部職安署「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

位及人員選拔」評選，本局薦送之台積電十五

廠林冠謂先生獲優良人員功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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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科技部楊弘敦部長率本局陳銘煌局長及相關

主管人員拜會台灣美光公司，瞭解廠商投資需

求，加速解決投資障礙。 

7/27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境差異分析報告初稿

討論會議。(依會議結論完成定稿並於8月1日

送科技部核轉環保署審查) 。 

7/28 虎尾園區污水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揭牌。 

7/29 舉辦「中科13載 智慧大未來」週年慶活動，

邀請科技部楊弘敦部長、園區公會理事蔡國洲

董事長、台中市張光瑤副市長、雲林縣張皇珍

副縣長等貴賓及本局陳銘煌局共同點亮冰雕

儀式。 

7/29 本局陳銘煌局長陪同科技部楊弘敦部長拜會

友達光電、森勁電力及藥華醫藥等公司，以瞭

解園區廠商投資需求，加速解決投資障礙。 

7/29-8/29 為配合中科13週年慶活動，本局於行政大樓一

樓展示中心旁舉辦「科技綠洲 四生共榮」檔

案應用特展。 

8/1 函請科技部核轉環保署審查台中園區擴建用

地環差報告。 

8/2 環保署召開后里園區環評監督現勘會議。 

8/4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率檔案管理及庫房設備

工作小組人員至「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進行標

竿學習。 

8/6 協助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豐原就業服務站辦理

「105年職涯轉運讚-廠商聯合徵才活動」，並

設攤辦理本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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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科技部蔡明祺次長率本局陳銘煌局長及相關

主管人員拜會上銀科技與豪客能源科技公

司，瞭解廠商投資需求，加速解決投資障礙。 

8/11 於高等研究園區中興會堂辦理「研商中興新村

文創產業引進會議」，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主

持，並邀請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逢甲大學楊

龍士副校長、東海大學詹家昌副校長等各大學

及研究機構主管共同參與討論並現勘該區，以

利未來規劃及引進文創產業。 

8/12 召開「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計

畫」第一次部會協商會議，由本局陳銘煌局長

主持。 

8/12 環保署環訓所至后里園區污水廠進行環教場

所認證現勘審查。 

8/15 召開中科園區廠商指標改善工程設計會議，由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8/15-19 辦理105年度資訊安全備援演練。 

8/15 於科技部舉行「104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

培育補助計畫－培育學校成果發表暨致贈感

謝狀儀式」，由科技部楊弘敦部長蒞臨致詞及

頒發典範案例獎座，本局陳銘煌局長並致贈感

謝狀予所屬園區之培育學校及企業實習廠商

代表。 

8/16 許淑華立委邀請中興新村光華、光輝、光榮及

光明里等里長及南投市公所、南投縣政府文化

局副局長等與本局討論高等研究園區宿舍管

理方式，由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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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員參加科技部科學園區

105年上半年營運成效報告記者會。 

8/18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虎尾園區進駐廠商台灣利

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進忠董事長拜會

雲林縣李進勇縣長及張皇珍副縣長，洽談促進

虎尾園區開發及協助廠商營運事宜。 

8/18 吳政忠政委邀集文化部及科技部召開「高等研

究園區後續規劃報告會議」，由本局陳銘煌局

長率員與會。 

9/3 正瀚生技公司於高等研究園區舉辦企業總部

及研發中心新建工程動土典禮，由吳正邦董事

長親自主持，本局陳銘煌局長、農委會曹啟鴻

主任委員、南投縣政府林明溱縣長及嘉義縣議

會張明達議長出席道賀。 

9/5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於本局舉行第4

屆第2次會員大會及第4屆第7次理監事會議，

並分別辦理第4屆理事、常務理事補選。本局

陳銘煌局長於會員大會高票當選理事，再於理

監事會議當選常務理事，並獲推舉擔任協會副

理事長。 

9/5 科技部函送七星二階環評修正後報告書予環

保署。 

9/5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同仁至大陸山東省德州

市參加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活動，並拜訪姊

妹園區德州經濟技術開發區。 

9/6 本局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環保局、台積電十

五A廠共同主辦105年度中科災害防救應變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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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演練，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同仁參加。 

9/8 科技部楊弘敦部長率領本局陳銘煌局長、林梅

綉主任秘書等人參訪園區重點產業廠商程泰

機械公司及金可集團等廠商。 

9/8 科技部楊弘敦部長率領本局陳銘煌局長、林梅

綉主任秘書等人拜會臺中市政府市長林佳

龍，研商園區發展及市政推動之相關議題。 

9/9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同仁拜訪環保署綜計處劉

宗勇處長討論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差報告審查

事宜。 

9/10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同仁赴臺中市大安區參

與105年度環保家園全民濱海淨灘活動。 

9/15 台中園區擴建基地第一期工程完工。 

9/19 召開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5年第3次會議。 

9/19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率建管組及營建組同仁

拜訪二林園區里長商討二林訴訟案和解事宜。 

9/20 函請科技部核轉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差報告修

訂版予環保署審查。 

9/21 辦理本局台中園區關鍵基礎設施訪評演練。 

9/23 陳報二林園區二階環評報告書予科技部。 

9/23 召開台中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5年第3次會議。 

9/23 巨大公司舉辦集團總部與研發中心動土典

禮，由劉金標董事長主持，本局陳銘煌局長和

臺中市政府張光瑤副市長到場祝賀。 

9/29 本局召開七星園區捐助財團法人第一次董事

會議，由本局陳銘煌局長(董事)率隊與會。 

9/30 辦理105年度「環保研討會-中科十三，智慧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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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本局陳銘煌局長致詞。 

10/6 於台灣世曦公司召開「七星二階環評第44次工

作會議」，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主持。 

10/7 環保署督察總隊辦理七星園區環評監督現地

查核。 

10/8 於高等研究園區舉辦「中興風華、八景絕色」

檔案應用特展。 

10/11 環保署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

（后里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由本

局許茂新副局長率員與會。 

10/14 辦理本園區工安環保健康月「安全衛生績優單

位參訪暨健康促進活動」。 

10/15 本局陳銘煌局長出席第五屆程泰集團「精密工

具機與自動化技術」專題實作獎暨中興大學

「精密工具機與自動化技術」專題實作競賽，

並擔任致詞貴賓。 

10/17 本局許茂新副局長率同仁，拜會中區國稅局局

長及豐原分局長討論給付國外權利金扣繳稅

款事宜。 

10/18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團赴印度參加亞洲科學園

區協會第20屆年會暨拜會廠商。 

10/19 召開「中興新村職務宿舍改依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辦理租用說明會」，由本局許茂新

副局長主持。 

10/19 林淑芬立委召開「中科四期開發許可訴訟事宜

協調會」，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員與會。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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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國發會管考處何全德處長及環保署水保處葉

俊宏處長率國發會、環保署及臺中市環保局等

人員參訪台中園區污水廠自動連線監測設施。 

10/21 辦理105年度工安研討暨地震防災技術宣導

會，本局施文芳副局長致詞，並與來賓分別頒

發推動職安衛優良單位、人員及論文競賽優勝

獎。 

10/21 臺中市政府舉辦第2屆「臺灣光谷國際論壇」，

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應邀擔任與談人。 

10/25 辦理中科園區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

位評選活動，評選結果友達光電(股)公司、永

勝光學(股)公司、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公

司、台灣樫山(股)公司4家廠商均同列「優等」

獎。 

10/26 辦理105年度第2次資安研討會「善用雲端+多

層次防禦打造全面資安防禦網」。 

10/27 召開「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計畫地方說明

會」，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相關部會代表

並出席說明計畫內容。 

10/28 辦理105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會議。 

10/28 中科台中園區智慧停車場正式啟用。 

11/3 環保署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差(含健康風險

評估)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決議審核修正通

過，另相關事項補充，修正經確認後提大會討

論。 

11/4 科技部資訊處薛大勇處長拜訪本局陳銘煌局

長並巡視共構機房。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detail.do?searchMode=common&scope=F&primaryKey=5196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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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召開七星二階環評第44次工作會議，由本局陳

銘煌局長主持。 

11/4 環保署督察總隊執行后里園區環評現地監督。 

11/7 本局局長陳銘煌率隊參訪台南市文創聚落－

藍晒圖文創園區，由該園區營運管理中心執行

長吳明榮接待與導覽。 

11/8 南投縣文化局為本局「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厚德殯儀館用地活化計畫」辦理現勘。 

11/9 完成二林園區相思寮及農場巷專案讓售計

畫，並由本局陳銘煌局長、國產署中區分署吳

文貴分署長及二林鎮長張國棟等人將土地產

權移轉證明親手交給地主陳正宗夫婦。 

11/9 本局與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及園區同業公會聯

合舉辦「105年度職工福利業務暨在地食材推

廣宣導會」。 

11/10 科技部陳德新次長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宿舍問題解決對策討論會。 

11/14 召開二林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5年第2次會議。 

11/15 科技部蔡明祺次長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推動小組會議。 

11/16 園區公會於經濟部中臺灣產業創新園區舉辦

園區高階主管聯誼會，透過意見交流加強對廠

商反映事項之瞭解及園區事務的推動，由園區

公會沈國榮理事長及本局許茂新副局長代表

致詞。 

11/16 本局與園區同業公會聯合辦理「中部科學園區

政令宣導活動暨廠商交流聯誼會」，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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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90人，並於會議中進行「中科園區105年度

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頒獎活動。 

11/17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召開第2次董事會

議，本局陳銘煌局長率隊與會。 

11/17 召 開 「 南 投 縣 南 投 市 中 興 路 ( 台

12K+843-13K+600)」路權移交會議。 

11/21 為后里七星二階環評事宜，由本局許茂新副局

長率隊拜訪行政院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及經濟

部水利署。 

11/21 召開二林園區健康風險評估計畫期末報告審

查會議。 

11/21 召開「中興新村營造青年創意基地(光華路12

戶宿舍及原人事行政總處辦公廳舍)」整修工

程細部設計審查會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

持。 

11/21 辦理CSR成果說明會。 

11/22 臺中市政府假逢甲大學舉辦「2016智慧電動車

發展論壇」，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擔任「促進

電動車產業發展與創新布局」議題與談人。 

11/22 辦理105年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毒化災研討

會。 

11/23 召開「研商高等研究園區藝術村營運規劃相關

事宜」會議，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 

11/23 舉辦歲末記者聯誼會，本局陳銘煌局長邀請媒

體朋友至高等研究園區參訪並瞭解目前園區

發展現況。 

11/25 辦理「高等研究園區引進及發展文創產業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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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第二場次座談會。 

11/25 本局與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動部職安署中區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及營造業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中華

民國營造業安全衛生協會等單位簽署宣示推

動「營造業高風險期間聯合降災計畫」，聯合

致力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加強人員安全衛生。 

12/3 舉辦公共藝術揭幕典禮，蔡英文總統及科技部

陳德新次長等嘉賓及本局陳銘煌局長蒞臨剪

綵。 

12/5 為七星二階環評拜會台中農田水利會，由本局

許茂新副局長率員與會。 

12/6 本局與逢甲大學共同舉辦「中臺灣產業創新技

術論壇」，本局陳銘煌局長、科技部產學司邱

求慧司長、逢甲大學李秉乾校長、園區同業公

會沈國榮理事長及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江

振瑋專門委員開場致詞。 

12/6-9 105年12月6日至9日為瞭解精密機械產業最新

發展趨勢，由本局派員赴大陸參加「深圳國際

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展覽會」。 

12/8 召開105年度第4次后里環保監督小組會議。 

12/12 金可集團永勝光學公司舉行中科廠房新建工

程動土典禮，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代表出席祝

賀。 

12/12-16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投資組同仁赴日進行招商

以引進優秀日商企業入區投資並拜會京都研

究園區，洽談台日雙方園區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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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召開「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興建第

二期儲運大樓協商會議」，由本局許茂新副局

長主持。 

12/14 召開105年度第4次台中環保監督小組會議。 

12/14 林淑芬立委參訪台積電15廠環保處理設施，由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陪同。 

12/14 辦理本局「105年度提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教

育訓練暨臺中捷運CJ910標工程實地觀摩」。 

12/15、19 辦理勞動基準法修正法令宣導會，園區廠商參

加人數分別為80人、30人。 

12/15 二林園區開發許可訴訟案經最高行政法院駁

回(本局105年12月27日獲悉) ，爰本案已定讞

內政部及本局勝訴。 

12/16 為促進日商彼此業務交流舉辦「105年中科日

商招商暨業務交流計畫」，由本局許茂新副局

長率領投資組同仁參加。 

12/16 環保署召開后里環評監督第40次會議。 

12/17 寶成國際集團與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

會於高等研究園區共同舉辦「2016 BR+公開

賽」，本局陳銘煌局長致詞，並與寶成國際集

團盧金柱總經理等貴賓體驗各項活動關卡。 

12/20 行政院主計總處頒授本局內部控制考評優等

獎，由本局陳銘煌局長出席領獎。 

12/20 拜會彰化縣建設處處長討論二林園區環評事

宜，由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員與會。 

12/21 拜訪行政院中部辦公室湯火聖副執行長，洽商

廠商租用高等園區空間事宜，由本局陳銘煌局



 24 

長率員與會。 

12/22 本局辦理之中科實中校舍新建工程榮獲第五

屆臺中市都市空間公共建設類設計大獎。 

12/23 本局召開「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計畫第1次

工作小組會議」，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主持。 

12/26 拜訪彰化縣魏明谷縣長，洽談二林園區開發事

宜，由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員與會。 

12/27 召開「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光明市場未來規

劃座談會」。 

12/28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06次會議

審查通過台中擴建區環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