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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中科而言，107年是相當重要且特別、同時也是振翅高飛的一年。在

園區夥伴們齊心合作努力下，我們獲得許多重大進展，二林及七星

園區陸續通過環保署二階環評大會審查，樹立政府與地方共同解決環評爭

議的典範，中興園區也順利轉型。另外營業數據及招商引資亦持續有亮眼

的表現，1-10月的營業額已達5,716億元，較106年同期大幅成長30.75%，

並超越106年全年度5,638億元，預

計107年全年度將挑戰7,000億元大

關，再創歷史新高紀錄，象徵中科

邁入新里程碑。

另外，因應AI人工智慧

發展趨勢，中科配合政

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於園區建置「中科AI智慧

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

結合機器人、雲端運算及

人工智慧等方式，作為創

新創業及實作場域，並結合

產官學研，舉辦多場大型競

賽，促進中科園區多元AI生態

體系發展。

中科一步一腳印，十餘年的發展

在園區夥伴的合力打拚下，已立

下穩固的基礎，未來我們仍要攜

手同心，持續擴大園區營運成果，

及創造中部地區更多的就業機會。

展望未來，中科將建構創新創業生態

系、邁向兆元高科技產業重鎮、鏈結

國際並打造世界綠色科學園區典範。預

祝大家新年快樂、諸事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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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開得勝展宏圖  諸事大吉慶新年
Ushering in Prosperous New Year 2019!

2019年新年の挨拶
圖／紅藍創意

中科管理局局長

率全體同仁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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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2018  挑戰2019
CTSP 2018 in Retrospect & 2019 in Prospect 

2018年の振り返りと2019年の目標設定
文／企劃組 黃姿雅、圖／投資組 沈慈雅

中科二林園區開發工程與進駐廠商聯合動土典禮。

土地之需求，更有助於擴大產業群

聚效應，引領中部智慧機械產業發

展。

招商有成  營業額創歷年新高

107年度新引進20家廠商，合計投

資及增資金額77.57億元；截至12

月止，有效核准入區廠商家數196

家，就業人數突破4萬7千人，園

區產業營業額較106年同期屢創新

高，各項亮眼數據顯示園區產業蓬

勃發展。

鏈結國際  簽署合作備忘錄

藉由與國際各國簽訂MOU，建立

科技學術交流合作平台，為廠商

帶來更多合作機

會，協助國內廠商

拓展國外商機，並

吸引更多國際廠商

前來園區設廠。 7

月 2日，於紐倫堡

簽署台德四方瞭解

備忘錄，由本局、

逢甲大學、佛勞恩

2018年對中科而言是豐

碩的一年，不僅園

區營業額創歷年新高，二林、七星

園區二階環評通過更為園區帶來璀

璨曙光，預告2019年的前景可期。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去年精

彩的成果！

雙喜臨門  環評審查接連過關

去年最令人雀躍的消息莫過於歷時

多年的二林與七星園區二階環評，

接連於107年5月23日與6月13日審

查通過，本局隨即於9月17日舉辦

「中科二林園區開發工程與進駐廠

商聯合動土典禮」，重啟二林園區

開發，二林與七星園區二階環評順

利通過，未來除可紓解國內廠商對

台德四方－本局局長陳銘煌

（前排右三）、逢甲大學

校長李秉乾（前排左一）、

佛勞恩霍夫積體電路研究

所所長Dr. Albert Heuberger
（前排右二）、愛爾朗根－

紐倫堡大學校長Dr. Joachim 
Hornegger（前排左二）共同
簽署瞭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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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積體電路研究所與愛爾朗根－

紐倫堡大學共同進行，此瞭解備忘

錄之簽署係台德四方友好關係之

表達，並計畫以此為基礎，建立得

以連結台德廠商合作交流之平台，

創造雙贏局面。7月10日與印度卡

納塔克邦創新科技協會（Karnataka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ociety，

簡稱KITS）及竹科管理局於班加羅

爾（Bangalore）共同簽署三方合作

備忘錄，建立台灣與印度的科技交

流合作平台，進一步拓展台灣科學

園區與新南向國家之夥伴關係。

領航 AI 主辦 FIRA世界盃

4月13日FIRA大會主席Jacky Baltes教

授親自頒發會員證書並授旗，代表

本局成功爭取到備受矚目的2018 

FIRA世界盃主辦權，8月份來自12個

國家共277支隊伍在台中展開一連

串的精彩賽事，透過舉辦國際賽事

讓世界看見台灣發展AI及精密機械

產業的能量。

產學接軌

自造基地 Pickathon競賽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於11

月15日至17日舉行首屆Pickathon

競賽活動，鏈結產業需求，針對

業界面臨的實務問題，透過競賽

激發學子創新思維及提供解決方

案，藉此開創產學合作新契機，

並帶動AI機器手臂自造風潮。

挑戰 2019 開創新局

揮別精彩的2018，迎向2019新挑

戰，中科將持續去年動能，朝4

大目標努力，開創嶄新局面。

1. 邁向兆元高科技產業重鎮：加
速二林園區開發與積極招商，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展示中心啟用。

二林園區滯洪池。

2018 Pickathon 競賽活動圓滿落幕。

擴大高科技產業群聚效應以發揮

規模經濟，延續整體營收成長趨

勢，推升營業額再創高峰。

2. 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系：藉由中部
地區精密機械產業優勢，結合

產、學、研合作機制，引進培育

新創團隊，建構中部地區產業創

新體系。

3. 鏈結國際開拓園區新契機：廣泛
締結姐妹園區，建立跨國合作機

制，協助區內廠商拓展海外市場

並引進國外高新技術產業，加速

園區產業升級。

4. 打造世界綠色科學園區典範：打
造永續生態綠色園區，提供優質

生活環境及便利生活機能，吸引

更多人才到中科就業。

回顧這麼多精彩的歷程，是不是對中

科今年的表現有更多的期待呢？迎接

2019，我們準備好了，Let's go！

2018 FIRA各國選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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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科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

基地自107年12月4日至5日

兩天，舉行「2018中心衛星基地

聯合成果展」，以AI人工智慧機器

人產業為主題，結合中科園區及相

關廠商、科研機構、創客新創組織

與大專院校進行成果發表及展示體

驗，包含「智慧製造」、「智慧生

活與教育」、「智慧演算」、「物

聯網」、「智慧醫療」、「無人載

具」及「基地介紹」等七大項目，

共計來自全台50家以上各產業機

構等代表先進大秀AI技術及成果，

現場另安排「無人機載具體

驗觀賞活動」、「基地

創客工場體驗製

作」及「戰鬥

機器人擂臺大

1

賽」，湧入大批產業

界先進及參觀民眾前

往觀看，一覽A I智慧

科技未來新樣貌。

智慧製造展區

主要以工業型機器人

創新開發技術及應用

為主，透過開發機器

人搬運、智慧撿料、

深度學習（包含A I演

算法及3D視覺進行物

件辨識及姿態估測，實踐AI-RBP

之系統整合等技術）、觸覺

辨識及貨架巡檢等項目，

應用於各項工業製程、

鞋業噴塗加工、汽車防

震密封貼合、機翼複合

性材料貼合、醫療輔

助、水五金、繼電器

組裝、3D物件量測等

方面，有效縮短人力

成本並建構產業全面智慧化管理機

制。

智慧生活與教育展區

著重於服務型機器人及機器人教育

養成，透過服務型機器人應用需

求開發與設計（包含情境互動諮詢

機器人、陪伴型機器人等）、機器

人科普教育軟硬體應用與實作、

培育FIRST全球機器人競賽的人才

（ F L L、 F T及 F R C）及

台灣培訓選手參加2018 

FIRA RoboWorld Cup世界

盃智慧機器人競賽等進

行分享及體驗。

智慧演算展區

以電腦3D演算法、智慧

機器人感測器與製造設

備整合與巨量資料分析

技術、DeepMentor開發

嵌入式系統的AI部署解技

術等。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左一）、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二）及

主秘林梅綉（左三）參觀點晴科技展區－LTPA智慧認知訓
練產品。

工研院展示產品－貨架巡檢機器人。

機器人學會F IRA
高科大代表隊－

射箭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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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王志群、沈慈雅

中科自造基地聯合成果展  大成功
2018 CTSP AI Robotics Hub Achievement Exhibition 

AIロボティクスハブ拠点最新成果展示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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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心衛星基地聯合成果展」嘉賓合影。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左五）、本局局長陳銘煌（左四）、臺中市政府專委江振瑋（左三）

現場聆聽解說。

物聯網展區

解決AI部署在IoT等相關性裝置的

限制條件，如運算能力、耗電量與

裝置成本等問題。

無人載具展區

呈現無人載具於現在生活中的各種

應用層面，有助於探索未知領域之

環境。

智慧醫療展區

展現視覺輔助與影像辨識在醫療領

域上的相關案例應用，是產業及人

類生活一大突破。

匯聚 AI能量  自造基地成果豐碩 

中科園區以中部精密機械產業優

勢，搭配科技部「園區智慧機器人

創新自造基地計畫」建置「中科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場域，以驅動

園區創新轉型，發展人工

智慧機器人聯盟、培養

跨領域創新人才、提升

AI智慧機器人技術能量及

國際競爭力為目標。

自造基地自營運以

來促進軟、硬體

設備及雲端平台

之鏈結達到虛實整合之效，另搭配課

程、國內外論壇及競賽等方式，有效

強化基地於AI感知、互動機器人自造

與技術開發之試驗，同時亦肩負大專

院校、中小學AI自造風氣及人才培育

之重任；此外，為使多方資源有效鏈

結，產業可透過導入自造基地相

關設備進行研發、試製、

測試、驗證及商品化，發

展重點涵蓋智慧製造、智

慧醫療、智慧生活、

水下、水五金等

多元應用，使

自造基地成為

運用AI機器人技術

提供解決方案的專業

平台。

截至目前，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成果豐碩，已累計吸引480組

團隊進駐使用設備、吸引團隊開

發機器人相關應用計畫35案、產

出關鍵技術或產品40件、協助成

立機器人相關新創公司或進駐育

成中心與加速器33家、創造就業

逾600人，並培育智慧機器人與自

動化產業人才逾11,000人。

藉由此活動，有效匯聚來自AI機

器人相關產業成果，並透過跨領

域交流，產生更多合作與鏈結的

機會，擴大AI產業實際應用，也

提高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能

見度及量能，促進中科園區多元

AI生態體系發展。

園區創新轉型，發展人工

智慧機器人聯盟、培養

跨領域創新人才、提升

AI智慧機器人技術能量及

國際競爭力為目標。

自造基地自營運以

來促進軟、硬體

設備及雲端平台

關設備進行研發、試製、

測試、驗證及商品化，發

展重點涵蓋智慧製造、智

慧醫療、智慧生活、

水下、水五金等

多元應用，使

自造基地成為

運用AI機器人技術

提供解決方案的專業

平台。
三易電子科技公司展示

產品－水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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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亦到現場，為新創團隊提

供免費的財務諮詢服務。

本局積極培育新創事業 
引領產業創新

為促進A I智慧機械產業創意發

展，本局打造「中科園區AI智慧

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積極

輔導AI新創團隊進駐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本局將持續配

合科技部FITI計畫，

與A I智慧機器人創

新自造計畫攜手

合作，讓更多優秀

及多元的新創團隊

在中部孕育扎根，

並由產官學一起打

造中部創新創業基

地，挹注園區成長

動能，打造中科成

為創新、創意、創

業三創一體之科學

園區。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產官齊推動   AI 新創扎根中科
CTSP Bureau Hosts Business Matching Program for AI Innovative Startups

産学官連携マッチング会in AIロボティクスハブ拠点

本
局於107年12月12日舉辦「科

學園區AI新創工具媒合會」，

配合科技部挹注大量資源建構我

國AI生態鏈，並扶植新創團隊。另

外，也促使學研單位之研發成果轉

為業界可用技術，以有效提升產業

競爭力，讓國內產業逐步導入AI，

邁向智慧製造。

媒合會交流  盼創造雙贏

本次媒合會提供平台，讓AI新創團

隊與相關廠商洽談。一方面讓AI新

創團隊展示產品技術，指出相關應

用層面與潛力市場；一方面也讓園

區廠商尋找適合的AI技術，思考其

導入產品及應用至解決方案的可行

性，進而增加產業國際競爭力，達

成媒合之雙贏目標。

本次活動吸引台達電、合盈光電、

經緯航太、優肯科技、橋智自動

化、金科國際、高聖精密機電等園

區廠商熱烈參與，本局非常感謝園

區廠商給予新創團隊介紹其產品技

術及交流機會。參與本次簡報發表

的新創公司或團隊有：工合有限公

司、博遠智能、行動貝果、灼灼科

技、台科大王靖維教授團隊、雷應

科技、邦柏智慧科技與先進元件實

驗室等。此外，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園區廠商與新創公司及團隊進行熱烈媒合交流。

新創團隊簡報產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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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

友善職場參訪  台積電幼兒園真讚
A look Inside TSMC's Kindergarten Aiming to Promote Family-Friendly 
Workplace Culture 

tsmcの幼稚園を見学！

員
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本局

不斷改善園區硬體設施，也積

極輔導園區廠商推動職場工作平權、

改善勞動條件，以建構園區友善職

場。台積電幼兒園是中科園區第一家

由園區廠商所成立的幼兒園，本局

107年12月21日第2次性別工作平等會

議召開時，由副局長施文芳率領園區

公會、本局性別平等委員等共計11人

至該幼兒園進行參訪，由部經理沈明

發接待。

台積電幼兒園於107年2月份正式開

班，總收托數

為106人，本

次參訪項目含

環境導覽、教

學方式介紹及

友善幼教設施

說明等，透過

園長細心的解說、介紹，處處可見

台積電對於員工子女托育環境的用

心。另活動當日很幸運的參與聖誕

節慶活動，有趣的互動讓現場的大

朋友、小朋友都非常開心。

本次參訪行程感謝台積電細心安

排，讓本局性別平等委員獲益良

多，值得作為未來推動中科園區友

善職場之典範。

一樓閱讀空間裡，書籍展示櫃、存放櫃皆採導圓角設計。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秀傳微創手術  醫療新趨勢
Observation Tour to IRCAD Taiwan for Exploring Future Medical Trend

秀傳マイクロサージャリーセンターを見学

本
局局長陳銘煌107年12月24

日率投資組同仁參訪秀傳

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 I R C A D 

Taiwan），此為秀傳醫療體系與法

國微創訓練中心IRCAD合作，係亞

洲最大的微創手術訓練中心。中部

地區擁有具ICT、顯示器與精密機

械產業群聚優勢，該中心積極發展

醫療器材研發平台連結產業，將AI

智慧機器人技術注入未來手術房相

關設備及服務，如與中科園區廠商

合作：承鋆生醫合作開發3D微創內

視鏡三維影像手術系統及上銀科技

智慧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等，輔助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拜訪秀傳亞洲遠距微創中心，與彰濱秀傳醫院副院長李岳聰（左四）
及微創中心主任暨承鋆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楷哲（左二）等人合影

外科醫生執行手術，將可嘉惠國內

外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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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黃旺景、圖／投資組 沈慈雅、楊素琴

敦親睦鄰  前進虎尾、二林園區
CTSP Fosters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Community in Huwei & Erlin 
Township

虎尾パークと二林パークで意見交換   交流会実施

為
讓園區周邊村里長及民意代

表等瞭解本局所轄園區開發

進程及各項建設成果，本局107年

12月5日及7日，邀請園區周邊村里

長及民意代表，分別於虎尾園區及

二林園區舉辦敦親睦鄰交流參訪活

動及座談會。

12/5虎尾園區交流座談會及參訪
活動

本次參訪活動邀請貴賓參訪虎尾園

區廠商「台灣小原光學股份有限公

司」，出席貴賓計有虎尾鎮公所主

秘吳學賢、虎尾鎮民代表會秘書張

淙源、園區同業公會處長陳季媛、

虎尾鎮光復國小校長黃有智、虎尾

分局大屯派出所所長蔡昆鴻、埒內

派出所所長楊貴宇、墾地里里長黃

小原光學公司總經理田島基弘（左一）為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及參與貴賓導覽。

12/7二林園區交流座談會及參訪活動

本次座談會貴賓包括二林鎮民代表會主席許杰霖、副主席

陳秀育、二林鎮農會總幹事邱士平、芳苑分局分局長蘇玉

坪、萬興派出所所長陳俊瑋、原斗派出所所長楊蕭文竣、

二林鎮梅芳里里長吳朝樫、華崙里里長陳錫慶、東勢里里

長葉見智等，並由本局局長陳銘煌率一級主管親自接待。

本局營建組先針對二林園區目前已完成之建設成果，以及

二階環評順利通過後開展之後續工程進行簡報，另針對近

期招商之豐碩成果，也一一向與會者說明。對於本局積極

推動二林園區建設及招商引進，與會貴賓皆表嘉許，同時

亦提出多項建言。陳局長回應時表示，對於所提之各項建

議，本局定會審慎積極處理，並希望在各方的支持下，能帶動園區快速發展，並

增加就業機會，以繁榮地方。

秋雄、廉使里里長戴國華等出席與

會，本局由局長陳銘煌親率一級主

管出席及交流意見。

本次活動由小原光學公司總經理田

島基弘親自向與會貴賓簡報公司營

運及生產概況，並於簡報後導覽廠

區生產實況，與會者對該公司生產

流程及產品皆留下深刻的印象，並

對本局引進此優質之廠商帶動地方

發展，表示嘉許。

參與貴賓專注聆聽本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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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管組 胡清六、圖／投資組 沈慈雅

中興園區歡送會

感謝有你  展望未來
Hosting Farewell Party for CTSP Officers of General Affairs Division 

送別会について

政
府97年提出「愛台12建設」，

宣示中興新村以文化創意及

高等研究園區為發展方向後，前經

建會98年2月邀集相關機關，會商決

議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之中央主

管機關為前國科會，辦理機關為本

局。本局遂研擬中興新村高等研究

園區籌設計畫書，於100年1月1日接

管及推動園區各項建設。

8年來，除秉持維護中興新村文化

景觀原貌外，亦積極開發南內轆園

區，目前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依國

家發展委員會107年9月4日、7日召開

中興新村活化進度及跨部會協調會

議決定：108年1月1日為中興新村北

核心、中部生活區整體業務及人員

移撥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基準日，中

興新村未來即將又有新氣象。

公管組受肯定  盼繼續守護園區

本局接管中興新村時，將公管組定

位為本局的任務編組，當時配合移

撥人員計有93位，多年來物換星

移，人員歷經離退後，如今公管組

將移撥35人至國家發展委員會。

為感謝這8年來公管組在中興園區

的付出，本局特地於12月22日冬至

當天舉辦歡送會。會中本局局長陳

銘煌除轉達部長陳良基感謝同仁辛

勞之意，也肯定公管組同仁為中興

新村的付出，並期許大家繼續守護

園區。

本次歡送會亦邀請園區里長進行業

務座談，計有光華里里長王淑美、

光榮里里長陳武強、光明里里長廖

淑芳及內興里里長曾登裕等4位出

席。他們皆肯定本局對中興園區的

維護與建設，也希望這些經驗能分

享給國發會，讓中興新村居民擁有

更好的生活品質。

秉持初衷  共同打拚

歡送會中，同仁紛紛發表感言，細

數這些年的點點滴滴。隨後播放本

局自接管中興新村後的紀錄影片，

勾起大家的共同回憶。最後，由

陳局長致贈簡汝楨、吳長發、黃

炎池、林連松等4位退休同仁紀念

品，並與每位同仁握手致意，勉勵

同仁互相扶持。

雖然本局將北核心、中部生活區移

交給國發會，但仍會繼續開發南內

轆園區，希望未來的日子，大家秉

持初衷，為中興新村美好的未來共

同打拚，大

家加油！

歡送會後與會人員

留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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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唐佩珍、圖／投資組 楊素琴

藥華醫藥新廠落成  完成商化拼圖
Grand Opening Ceremony of PharmaEssentia Corp's New Plant

PharmaEssentia、新工場の完成式典

園
區廠商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於107年12月11日辦理生

物新藥商業化量產暨新建針劑廠啟

用典禮，慶祝台灣首家生物新藥歐

盟EMA GMP廠啟用，產官學貴賓齊

聚，場面熱鬧。

藥華醫藥經多年耕耘，成功將用於

血液罕見疾病之 P1101干擾素藥物

推進到最關鍵的三期臨床，為因應

歐洲三期臨床用藥的需求，於101

年在中科建立符合歐盟對三期臨床

用藥規範的蛋白質生物藥製造廠，

並於102年初取得我國 TFDA 臨床

用藥先導工廠的GMP認證，成功完

成三期臨床生物藥的製造，奠定了

台灣製造、全球供貨的基石。

採取「台灣製造 行銷世界」模式

本局局長陳銘煌表示，藥華醫藥建

置生物新藥針劑廠，象徵產品完成

商業化量產最後一塊拼圖，實現台

灣製造、布局全球、行銷世界的目

標，也是對中科的肯定與支持。台

中園區生技新藥廠商家數占全園區

第二，成長17%，而科技部生醫計

畫之推動則有助生醫產業之研發，

祝福藥華醫藥公司持續深化創新產

品、繼續創新及研發產品，帶給民

眾更健康之生活。

藥華醫藥小檔案

成立於102年10月，以原創性長效型蛋白質藥物

研發PEG技術平台及高難度小分子合成藥物技術

等為基礎，提供優良的醫療產品。同時，亦採取

跨國研發策略聯盟模式，與各國醫學研究中心共

同合作，製造優質的突破性新藥，幫助病患對抗疾病。

1. 藥華醫藥新廠落成啟用
典禮。

2. 產官學貴賓齊聚，祝賀
藥華醫學邁進新里程。

3. 藥華醫藥董事長詹青柳
致詞。

1

2

3

CTSP1B10.indd   10 2019/1/4   下午4:32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1╱

New
 Tenant

園
區
新
夥
伴

園區生力軍─如陽科技、華豐鋼鐵
New Forces at CTSP: LUYANG Technology CO., LTD. & HWA FONG STEEL 
FORGING WORKS CO., LTD. 

新たな二社増―如陽科技と華豊鋼鉄

文、圖／投資組 唐佩珍、劉志虔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48次

會議於107年12月3日召開，

會中通過中科2件投資案，總投資金

額為新台幣4.5億元，屬精密機械產

業之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華豐

鋼鐵鍛造廠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

司，且均將於二林園區投資設廠。

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如陽科技為使直流無刷馬達微型

化、輕量化及效率提升，線圈採用

自行研究設計之繞線設備及模治具

等；另與工研院合作開發前瞻性擺

線針輪行星減速機，為機器人關節

之重要關鍵零組件，亦可應用在船

舶、汽機車、相關工具機與自動化

設備，以及各種民生工業。

如陽科技採用新世代技術，與上游原

物料產業攜手，如磁性材料商、磁鐵

製造商及導體漆包線商等合作，發揮

新世代馬達最大效益。依國際能源總

署（IEA）分析，馬達為核心驅動的

產業機械，為目前工業界最大的耗電

設備，本案產品配合政府積極推動

「綠能科技」及「智慧機械」，藉由

馬達驅動技術深耕，促成馬達產業

升級。整體而言，本案對國內上、

下游精密機械產業發展及整體經濟

效益有相當貢獻。

華豐鋼鐵鍛造廠股份有限

公司中科分公司

華豐鋼鐵鍛造廠的高效能傳動機構

系統主要提供風力發電機組所需要

之傳動設備，規劃先投入綠能產業

應用市場，未來逐步應用於履帶車

輛或大型工業系統。70年代，該

公司為響應國防工業自主政策，憑

藉著精實之鍛造工藝，成為國內唯

一具備產製裝甲車輛履帶與懸吊系

統組件能力之鍛造工廠。挾軍用等

級之材料研發、模具設計與鋼鐵加

工製程技術，該公司於農業機械及

建設機械元件市場亦成功獲取日系

廠商之信賴，已躋身為日本各大廠

如普利司通（Bridgestone）、住友

（Sumitomo）及福山（Ryoki）之主

力供應商。進駐中科後對我國國防

工業、建設機械業及綠能產業上、

中、下游產業鏈將有相當助益。

華豐鋼鐵履帶與懸吊系統組件。

擺線針輪行星減速機。

無刷馬達及齒輪箱。

如陽科技

投資金額新台幣3億元，主

要研製減速機及馬達，產品

項目涵蓋減速馬達、感應馬

達、DC無刷馬達及發電機

等，積極計畫建立減速機及

馬達零組件供應鏈，提供國

內外機器人手臂產業需求。

華豐鋼鐵鍛造廠

投資金額新台幣1.5億元，

主要研發製造建設機械底

盤機構件及高效能傳動機構

系統，建設機械底盤機構件

係針對建設機械及軍用裝甲

車輛等追求高強度、高剛性

之需求所開發之產品，例如

輪、機鍊或履帶等。

╱ 小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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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機器人的靈魂之窗─塔奇恩科技
TIRC Opens Door to 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 Mapping Module

TIRCがCTSPに入居を決めた理由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塔奇恩科技

塔
奇恩因為參與「強化區域合

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

太產業升級計畫」而與中科結緣，

經過幾次交流，覺得中科的環境及

提供的媒合機會符合需求，且已獲

准以科學事業入區。它的名字來自

相對論，隱含時間連結過去及未來

的概念，也代表塔奇恩的期許：不

斷和時間賽跑，並超越光速，協助

大家夢想成真。

不跟風 走出自己的路

機器人是未來趨勢，幾年前，Siri 帶

起語音助理熱潮，Google、亞馬遜、

臉書、微軟等知名企業紛紛投入該

領域的研製，一時蔚為風潮。但是

2015年美國政府發表的AI智慧白皮

書，卻讓塔奇恩的4個共同創辦人看

到了機會。他們認為，機器人的應

用領域廣泛，而「自主移動」勢必

是機器人需具備的能力之一，所以

塔奇恩便決定走不同的路，開發具

有視覺定位、可建立環境地圖、自

行規劃路徑能力的機器人。

做好準備 迎向挑戰

共同創辦人陳忠信說，創業之路很

辛苦，而機器人更是非常新穎的領

域，遇到的難題很少有前例可循，

夥伴們雖然擁有相同的理念，但是

塔奇恩小檔案

成立於2016年，擁有無人搬運

定位與導航技術。他們一開始

以研製視覺定位模組為主，讓

機器人可以在複雜的環境中學

習，即時建構環境地圖，規劃

移動路徑，並依照路徑彈性移

動。2018年進一步研發無軌道

式無人搬運車，不需布建任何

設施，也無需寫程式，可單機

使用，非常適合中小型製造工

廠，在製造流程間搬運產品；

也可依需求改製後，作為服務

型機器人的移動底座，用於巡

檢、接待、宣傳、教育與自造

等用途。

聯絡人：陳忠信

E-mail：gary@tircgo.com

塔奇恩共同創辦人陳忠信（左一）、何彥緯（右一）與

KPMG智慧製造整合服務協理郭秉宸（中）合影。

無軌道式無人搬運車

工作情形。

在溝通時，還是會發生衝突，這時

大家都不會急著做決定，而是先放

下，過幾天再討論，許多難題往往

迎刃而解。而且一路走來，有許多

人提供有形及無形的幫助，十分感

謝，也期望未來在中科

的協助下，能獲得更多

媒合機會，增加與其他

廠商合作的機會。

塔奇恩共同創辦人陳忠信（左一）、何彥緯（右一）與塔奇恩共同創辦人陳忠信（左一）、何彥緯（右一）與

謝，也期望未來在中科

的協助下，能獲得更多

媒合機會，增加與其他

廠商合作的機會。

塔奇恩共同創辦人陳忠信（左一）、何彥緯（右一）與

的協助下，能獲得更多

媒合機會，增加與其他

廠商合作的機會。

視覺定位模組可

以為機器人「開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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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稅務諮詢服務  台商返台好順稅
Tax Laws Amendment Seminar &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Taiwan 
Enterprises Returning from Abroad 

中国からの生産移管加速、税理士による無料税務相談会

因
應美中貿易戰爭持續升溫，台

商返鄉投資意願增加，本局規

劃一系列活動，提供稅務服務，以協

助台商有效返台投資及根留台灣。

12/11「台商返台投資相關稅務法令更
新與所得稅制優化」說明暨座談會 

邀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安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中部及園區企業參與，

提供國際租稅議題、本國稅務法令更

新及所得稅制優化方案等即時資訊。

在國際租稅議題與本國稅務法令更新

方面，以實例說明「常見海外投資情

形及回台投資架構」、「處分大陸公

司土地使用權及廠房，並清算大陸公

司後盈餘匯回」、「直接或間接處分

大陸公司股權」、「股權交易與處分

不動產稅賦效果比較」、「中國稅局

認定股權轉讓實質為不動產交易之解

釋綜整」等議題。

本國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則包括「減輕

育兒、薪資所得及中低所得家庭稅

負」、「有利留才攬才，提高國際

競爭力」、「簡化稅制稅政，符合

國際趨勢」、「提高投資意願，創

造就業機會」，建立「投資台灣優

先」及「有利留才攬才」之租稅環

境，達到「合理分配、全民受惠」

之稅制優化效果。

最後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

分局長陳金華與安永聯合會計師擔

任座談人，為廠商剖析投資規定。

本次活動計有國內外企業逾40家、

超過60位人士參與，現場座無虛

席，對廠商加碼投資、稅務規劃及

營運優勢助益甚大。

12/20成立「台商返台稅務諮詢聯
合服務」

本局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進一步攜

手成立「台商返台稅務諮詢聯合服

務」，針對台商返台投資建廠、企

業稅務、外國人所得稅制等諮詢細

節，提供專人以客製化服務協助

廠商；並邀請安永、資誠、勤業

眾信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一起來

共襄盛舉。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局長蔡碧珍表

示，政府為利企業留才攬才，提

高國際競爭力，調降綜所稅及簡

化稅制稅政，以符合國際趨勢。

本次成立稅務諮詢聯合服務，讓

台商返國投資更有家的感覺；本

局局長陳銘煌則表示，配合台

商返國投資需求與發展方向，主

動協助台商返國投資是政府當前

課題，本次精進單一窗口，跨部

會成立「台商返台稅務諮詢聯合

服務」，可提供企業所需資訊，

加快台商返國投資腳步，歡迎企

業諮詢，一起來拚經濟。諮詢

專線：中區國稅局04-23051111

分機7 1 3 9廖小姐；中科管理局

04-25658588分機7826陳小姐。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左六）、中區國稅局局長蔡碧珍（前排左五）、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前排右六）、中區國稅局副局長陳思元（前排左四）、

豐原分局分局長陳金華（前排左三）共同成立「台商返台稅務諮詢聯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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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公司法》  
六大主軸及重點報哩哉
On 2018 Company Act Amendment 

新「会社法」でなにが変わったのか？

文、圖／工商組　陳玟雅

在
經濟活動早已跨越國家藩

離的全球化趨勢下，公司

法制必須與時俱進，方能對公司

有所助益，因此建構台灣成為適

合全球投資的環境，創造有利於

各種產業發展經濟架構，《公司

法》的良窳影響甚鉅。

修法主軸 1 友善創新創業環境

◎ 依照國際趨勢，導入企業社會責任，將

增進公益利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理念

明訂入法。

◎ 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依實際經營狀況自行

選擇發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

◎ 非公開發行公司新增特別股類型：複數

表決權、特定事項否決權、限制當選

董、監席次及保證當選董事席次之類

型。

◎ 增加盈餘分派次數，除保留每年發放一

次之規定外，並增加按半年或按季發放

盈餘之次數，如為分派現金股利，只要

由董事會決議即可，加快發放速度。

◎ 鬆綁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債發行總額

及種類限制，有助企業籌措資金。

修法主軸 2 增加企業經營
彈性

◎ 公司不再強制設置三董一監，可只

設一董或二董，提高經營決策效

率。

◎ 刪除發起人持股一年之限制，貫徹

股份轉讓自由精神。

◎ 擴大員工獎酬工具之發放對象，可

包括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員工，並且

放寬非公開發行公司亦得發行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

◎  非公開發行公司不再強制發行股

票，並得發行無實體股票。

◎ 刪除非公開發行公司轉投資限制，

促進公司多角化經營。

本次《公司法》修正是為因應新型

態經濟發展模式及經濟轉型之需

求，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並賦

予中小型公司有較大的經營彈性。

但是，你可知道影響全國69萬家公

司的新版《公司法》到底修了什麼

嗎？趕快跟著我們來看看吧！

立法院107年7月6日三
讀通過《公司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修正（含

刪除）條文共148條，並經行
政院107年10月26日院臺經字
第1070037184號令定自107年
11月1日施行。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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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主軸 3 保障股東權益

◎ 強化財報強制規定，公司年底營業收入淨額達1億元

或年底參加勞保員工人數達100人之公司，財務報表

需經會計師簽證。

◎ 簡化董事提名流程，便利股東提出優秀的董事候選

人。

◎ 保障股東提案權，明訂電子方式受理亦可，同時增

列股東會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由，並放寬非公

開發行公司得以視訊召開股東會。

◎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得自行書寫委託書委託他

人出席，不再限制以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為限。

◎ 新增過半持股股東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利，解

決公司不召開股東臨時會的僵局。

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

資訊申報平臺資訊申報平臺資訊申報平臺

新修正公司法問答集新修正公司法問答集新修正公司法問答集

公司法相關公司法相關公司法相關

子法公告子法公告子法公告

新修正新修正新修正

公司法問答集公司法問答集公司法問答集

公司法修法專區
https://goo.gl/5PPhQB

詳細內容請見「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公司法修法專區」

修法主軸 4 強化公司治理

◎ 實質董事規定及監察人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納入非公開發行公司，另

外提高董事利害關係利益迴避門

檻。

◎ 強化監察人監督公司業務之檢查業

務權，並加重公司不配合之罰鍰。

◎ 新增過半董事自行召集董事會的權

利，解決實務上董事長拒不召開董

事會之僵局。

◎ 確保召集權人得取得公司名簿，明

訂公司或股東代表不得拒絕提供。

修法主軸 5 增加法人透明度

◎ 廢除無記名股票，降低洗錢活動之風險。

◎ 新增申報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股東資料的義務，符合國際洗錢防制評鑑之方向。

1. 經濟部已訂定「公司法第22條之1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並自107年11月1日施行，申報時點包含首

次申報、變動申報及年度申報三時點。

2. 首次申報：107年10月31日前設立之公司，最遲應於108年1月31日前完成首次申報，107年11月1日後

設立之公司，設立後10日內須完成申報。

3. 變動申報：申報對象資料異動15日內。

4. 年度申報：自109年起，每年3月1日至3月31日申報前一年12月31日的資料。

修法主軸 6 建立國際化
環境

◎ 廢除認許制度，直接承認外國公

司法人人格，簡化行政程序。

◎ 新增公司外文名稱登記，無須實

質審查，有利企業跨境商務活

動及提升企業品牌國際識別。

新版《公司法》在彈性化、國際化以及公司治理強化等

諸多面向都有突破性發展，期望透過本篇新《公司法》

的重點摘要，引發企業深入瞭解的慾望，提前作好面對

全球化經濟發展及競爭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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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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工業園區廠房及其有

關建築物徵購辦法」配合科學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修正公布，將「科學

工業園區」之「工業」二字刪除，

強調園區將從過往著重於工業科技

生產，進階到以創新研發為主，並

修正「科學工業園區廠房及其有關

建築物徵購辦法」部分條文，107

年5月15日經立法院會三讀通過，

總統於6月6日公布施行。

促進空間使用效能  避免廠房閒置

為解決五缺的缺地、缺廠房空間議

題，科技部透過修法促進土地及廠

房空間使用效能，以避免廠房閒

置。依據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9條規定，園區內私有廠房之轉

讓，以供經核准設立之園區事業及

研究機構使用為原則。廠房及其有

關建築物有下列情形者，管理局得

依市價徵購：（一）未供經核准設

立之機構使用、（二）使用情形不

當、（三）高抬轉讓價格、（四）

依第11條規定應遷出園區。

管理局辦理徵購時，由管理局定期

邀集建築物所有權人協議購買，協

議不成時，依市價徵購。為評議徵

購補償價格，管理局得成立科學園

區私有建築物徵購價格評議會，置

委員九人，由管理局副局長任召集

人。對於原所有權人存於該廠房及

其有關建築物內之一切物資，管理

局得限期令其遷移或代為移置他處

存放，並且原土地租約於徵購補償

價款發給完竣之日終止，原租用之

土地由管理局逕行收回。

園區土地取得不易，為盡土地效

能，同時解決缺地議題，加上近來

中美貿易戰，台商鮭魚回流返鄉投

資，急需土地廠房需求，期盼「科

學園區廠房及其有關建築物徵購辦

法」之施行，能為營造園區良好投

資環境注入新能量！

新法上路  土地利用有效率
On Amendment Regulations for Expropriation of Science Park's Factory 
& Its Related Structure with Compensation

土地不足の解消の推進に関する法令
文、圖／建管組 鄭淑娟

文／園區公會 王儷緣

園區公會中區辦事處
108年 1-6月教育訓練課程
ASIP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in the 1st Half Year of 2019

2019年  教育訓練実施のお知らせ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一般衛生安全教育訓練6小時含營造業 原則上星期三開課

貿易會計帳務處理實務解析(6H) 3/6（三）—可累積會計主管積分

貿易租稅申報實務解析(6H) 3/13（三） —可累積會計主管積分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講習證照班 預計4月中旬

18小時游離輻射證照班 5/15（三）、5/16（四）、5/17（五）

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訓練 預計6月中旬

~~於7月中旬另有規劃會計主管積分套餐課程 歡迎來電或來信諮詢~~

若有加開班、取消開班，以網站公布為準

連絡電話：04-25608827

勞安課程：張先生 分機352

其他課程：王小姐 分機332

連絡地址：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7樓

訓練課程：本會（中科）教育訓練網站
https://ppt.cc/fkM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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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建管組 涂裕雯

改時增點  后里巡巴便捷好行
Adding a New Bus Stop to CTSP Houli Shuttle Bus Route for Commuters

シャトルバス時刻表改定のお知らせ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不可能的任務：全面瓦解

◎ 放映時間  10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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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片長  2小時28分

選
擇任務，團隊將會面臨致命殺機；選擇團隊，世界就會陷入危機！

前所未見的極大危機與威脅，即將全面瓦解你所知道的一切？《不

可能的任務：全面瓦解》伊森韓特與他的IMF隊員們以及熟悉的盟友，在

一項任務執行失敗後，與時間賽跑試圖力挽狂瀾！

劇情描述伊森韓特（湯姆克魯斯飾演）在逮捕無政府恐怖組織「辛迪加」

的領導人連恩後，接下新任務是阻止餘黨、以約翰拉克為首的12個「使

徒」的瘋狂計畫，伊森韓特得早一步比「使徒」先拿到鈽元素，避免讓

「使徒」在72小時內製造出核彈攻擊主要城市。然而，伊森韓特這項搶

走鈽元素的任務執行失敗，他必須接受中情局的監督，讓中情局特務沃克

（亨利卡維爾飾演）進入IMF團隊，並且借助盟友伊爾莎（蕾貝卡弗格森飾

演）的消息，合力再找回鈽元素。

護

后
里園區巡迴巴士配合台鐵后里東站啟

用，為便利民眾轉乘台鐵，因此調整

后里園區的行駛路線與停靠位置，增加后里

東站停靠點，並調整發車時間，希望增加乘

車轉乘便利性，歡迎舊雨新知繼續支持與搭

乘園區巡迴巴士。

巡迴巴士的動態資訊，可下載「科學園區行

動精靈2.0」APP，此APP係由應用程式結合園

區所有交通資訊，包含「即時交通資訊」、

「公車資訊」、「停車場資訊」，隨時掌握

乘車資訊，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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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鄭育昇

暖冬晴日  台南藝遊趣
Art Museum & Gallery Tours in Tainan City 

台南の名所を見学しよう

公
共藝術設置是政府各部門推

動的重要業務之一，故本局

辦理公共藝術業務觀摩活動，學習

不同領域的公共藝術設置優點，吸

取各方經驗，作為日後設置借鏡。

107年11月29日參訪活動為本局第

二次舉辦，活動內容豐富，參與人

員收穫豐碩，有助於未來公共藝術

業務順利推展。

11月的初冬季節裡，晴朗的天氣相

當舒適，本局同仁就在這暖冬季節

裡前往台南市進行一趟公共藝術的

知性之旅，主要參觀新開幕的台南

市美術館一館、B.B.ART、加力畫

廊、台南市海安路及中正路街道美

術館PLUS等，行程豐富並具藝文教

育意義。

不同藝術風格  值得細品

台南市美術館一館建築前身為台南

警察局，建於民國19年，77年被

指定為古蹟，99年警局業務遷至新

營後，即被選定為台南市美術館一

館，並於107年年底開幕。整幢建

築物古色古香並帶有前衛感，屋頂

架、天景及後方新建場館都是一大

亮點，值得細細品味。第二參訪地

點是B.B.ART藝文展場，這個與林百

貨齊名的舊建築曾是美軍休閒俱樂

部，整修後陳設現代風格藝術品供

大眾觀賞。告別B.B.ART即步行至加

力畫廊，其藝術表現大膽前衛，當

代藝術呈現手法甚為罕見，不只有

視覺感受，聽覺感受也不容小覷。

最後前往台南市海安路及中正路街

道美術館PLUS，它在道路中間的

分隔島公共休憩空間陳設一系列帶

狀的街道藝術作品，國內少有以這

麼大範圍呈現公共藝術作品，相當

值得參訪，體驗不同的街頭藝術氛

圍。

台中園區公共藝術  歡迎打卡拍照

本局迄今已舉辦多起公共藝術相關

活動，未來仍會持續辦理，以標竿

學習為目標，學習各方經驗及優

點，作為設置公共藝術的成長能

量。而在台中園區內，本局亦設置

多組公共藝術作品，民眾可前往尋

訪並打卡拍照留念，也可以多注意

本局網站的相關活動訊息，踴躍參

加。

1. 台南市美術館一館的導覽
解說深入淺出。

2. 參訪同仁在充滿童趣的藝
術品前合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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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陳恕

中
科實中承辦「科學園區在地

連結音樂素養培育及交流活

動」，以「音樂」形式展現中科風

貌與特質，與公共藝術作品「金

色山脈、四方風動、流動‧連結」

相呼應，一起用藝術守護大肚山的

「幸福科技‧中科映像」，營造中

科園區、社區與學校的多元化藝術

環境，增進中科園區和在地師生與

不同領域專家交流學習及創作經驗

與視野，提升音樂素養及激發心靈

活動。

聆聽美音  心靈大滿足

107年12月7日晚上，在中科管理局

101會議室，由指揮賴靈恩音樂博

士率領中科實中管弦樂團、Butterfly

青年樂團合奏演出電影經典主題

曲，如冰雪奇緣、真善美、神鬼

奇航等，時而歡樂、時而磅礴的

旋律，讓

現場掌聲

不斷，並

傳出「安

可」的聲

音。

另由兒童音樂劇作家陳麗如指導，

加入管弦配樂演出曲目《你很特

別》，包含拿坡里手鼓舞、貼貼

貼、卡農曲小小鳥、伊萊之歌、上

山之路等主題，以品格繪本和原住

民祭典為創作藍本，譜出兒童的心

聲，唱出兒童的自信與品格，是一

部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觀賞的親子

音樂劇。

這一系列的音樂活動讓人們、社

區、園區與人文環境產生了對話與

連結，藉由演奏與聆聽交會的成果

分享模式，譜出具有在地參與內涵

的音韻樂章，同時也創造園區與社

區和諧共融之氛圍。

樂音流動  情誼連結
CTSP Orchestra & Musical Theater Program in December 

音楽鑑賞会

1. 音樂劇《你很特別》適合全
家大小一起觀賞。

2. 中科實中管弦樂團、Butterfly
青年樂團的演出，讓大家擁

有美麗的夜晚。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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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陳恕

實中聖誕晚會  社區民眾同樂
Let's Join NEHS@CTSP Christmas Party!  

クリスマス会

中
科實中於107年12月19日晚

上於國際會議廳舉辦聖誕晚

會，這已是實中連續七年邀請忠義

社區民眾、汝鎏國小師生、聖潔教

會在聖誕前夕進行精彩表演活動，

以達成與社區和諧互動、共生共榮

的美好願景。晚會當天恰逢日本熊

本宇土高校師生來訪，所以此次也

邀請日本師生同歡樂。

精彩活動接力  掀起一波波高潮

今年晚會在校長林坤燦、家長會會

長陳盈吉致詞後揭開序幕。首先由

忠義社區的媽媽們帶來三段舞蹈演

出，在場民眾及師生亦隨之起舞；

接著由汝鎏國小直笛隊吹奏直笛，

帶來美妙的樂音。隨後由本校學生

會、漫畫研究社、志工康輔社帶來

一連串的熱舞表演，而吉他社更是

自彈自唱，表現兩首苦練多時的歌

曲「水星記」、「自卑」，為晚會

帶來一波高潮。

既然是聖誕晚會，當然少不了跟聖

誕節慶主題相關的戲劇表演，所以

實中學生會演出一段40分鐘的聖誕

喜劇，博得場內熱烈的掌聲。而聖

潔教會也結合社區學生表演勵志的

聖誕音樂劇，透過戲劇及音樂的演

出形式，鼓勵學子不要放棄任何希

望，演出內容讓觀眾為之動容。

晚會活動的最後，則是在學務主任

陳恕及訓育組長郭耕汎、教官羅龍

華扮演聖誕老人，發放聖誕禮物給

與會的民眾及師生中畫下完美的句

點。

1. 忠義社區媽媽們的舞蹈演出，炒熱氣氛。
2. 聖誕喜劇表演，贏得熱烈掌聲。
3. 吉他社自彈自唱，優美旋律迴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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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建管組 黃冠瑋

紅腳丫回顧與展望
An Inauguration Party for CTSP New Bike Club Director

同好会  会長交代のお知らせ

紅
腳丫社團已邁入第1 1年，

自年初后里賞櫻活動、新

竹行、魚池趴趴GO、墾丁行、晨

騎、台中騎輪節、台灣精品好個禮

BIKE天至泰安落羽松行，在不知不

覺中，今年度也辦了8個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紅腳丫維持一貫傳

統「騎到哪吃到哪」，在各旅程中

留下了珍貴回憶，且今年更有新進

社員加入紅腳丫大家庭，讓活動增

添許多笑語。時光飛逝，在現任社

長林建國辛勤推動紅腳丫活動、社

員利用閒暇熱情參與之下，讓活動

更加精彩繽紛。

一年的歡樂時光轉眼結束，又來到

社長交接日子，林社長完美的將重

棒交給下任社長陳志達，在新社

長的宣示下（有

錄影存證），未

來一年，紅腳ㄚ

的活動不是只有

騎自行車，而是

多元發展，將帶著所有社員上山下

海，踏遍台灣各地，也期待新任社

長在未來一年裡，讓紅腳丫的活動

更加精彩。對紅腳丫有興趣的朋

友，趕快加入我們，參與紅腳丫每

一場有趣又好玩的活動。

1. 泰安落羽松之旅，
團員化身電影明星擺

POSE。

2. 寒冬中的后里賞櫻，
印象深刻。

3. 魚池鐵馬趴趴GO。

4. 台灣精品好個禮BIKE
天活動。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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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趙庭佑

迎接 2019的花朵們 
Discover CTSP: Vibrant Blooming Plants in Erlin Park

花について

1.  今年10月期間，設置微噴
灌系統，讓每寸土地都能

均勻得到滋潤。

2.  今年11月期間，花苗漸漸
成長茁壯，有些小苗迫不

及待的綻放花朵。

3.  今年7月時，夏季花草－向
日葵盛開的樣子。

4.  今年12月，綻放的花朵在
微微的風中搖曳。

1

2

3

4

還
記得年初時，二林園區辦公室

入口的波斯菊小秘境嗎？今年園區景

觀維護的團隊，運用巧思增設了微噴灌系統，讓

水分能夠均勻的澆灌到花園的每一寸土地，並嘗試

在4月及10月接力撒下不同季節的花草種子。今年的

波斯菊，經過了兩個多月的細心照顧，終於等到了花

朵綻放，雖然培育的時間稍久些，但也因此遇上了聖

誕節及新年，今年的北風來得特別晚，也特別溫

柔，盛開的花朵們隨風搖曳，似乎在向人們

揮手，也或許他們是在迎接將要來臨的

2019年喔！

園區之美
二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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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秘書室 張文馨

Merry Christmas∼ Feeling
A Very Merry Christmas in CTSP!

ハッピー・メリークリスマス! 

歲
末寒冬之際，當聖誕鈴聲響起，代表著這一年即將結束；每年此時，全球都瀰漫著聖誕氛圍，

管理局也用心布置，今年以歐洲皚皚白雪的嚴冬景象為主，帶領大家一窺歐洲風貌。

大門兩旁的紅色聖誕樹搭配粉

橘色及綠色植栽，熱鬧而溫

馨。而喬木修剪後的枝條、樹

幹架成柴堆，並以白卵石模擬

冬季雪地，增添聖誕佳節報福

音的氣氛，也讓來賓感受管理

局同仁的熱情。

燈光是神奇的魔法師，將入夜後的星星燈、雪花燈、奔

跑的麋鹿燈串起，交織成燦爛的光景，俯瞰時恰似行星

環繞太陽系，且待來賓與訪客們去探索。

聖誕樹是聖誕節必不可少的擺設之一，我們也不能免

俗，利用各種不同的聖誕球、聖誕燈、雪人、雪橇、

松果、緞帶、聖誕吊飾及禮物盒等來裝飾聖誕樹；而

植栽則有聖誕紅、松、杉、香冠柏等聖誕樹造型的植

物、聖誕初雪及進口的諾貝松。

走進管理局一樓大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北國風情的

木屋和麋鹿，落葉木的樹枝上點綴了繽紛的聖誕燈

球，讓蕭瑟的冬季增添歡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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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師

健康專欄—淺談冬季中醫養生保健
Healthcare Column: Chinese Medicine for Health Regimen in Winter

しっかりとした健康管理で、寒い冬を乗り切ろう！

每
到冬季，很多人的老毛病就

容易找上門，如過敏性鼻

炎、氣喘、冬季皮膚癢、手腳冰冷

等等。到底，到了冬天，我們該如

何養生保健呢？下面提供幾個要

點：

飲食

飲食上偏於冷性的水果，平常虛寒

的病人要盡量減少；一般體質的

人，不要一次吃太多或天天吃偏

寒性的水果。而在烹煮偏寒的蔬菜

時，可以微量加點薑絲去炒或用水

煮，以調和偏冷的性質。寒涼性

蔬果如下：筊白筍、苦瓜、蓮藕、

竹筍、大白菜、綠豆、蘆筍、空心

菜、茄子、白蘿蔔、黃瓜、絲瓜、

莧菜、冬瓜、瓠瓜、各種菇類、奇

異果、番茄、香瓜、蓮霧、橘子、

葡萄柚、百香果、柚子、水梨、椰

子、火龍果、李子、柿子、西瓜

等。

利用三九貼預防過敏、氣喘、感冒

中藥、針灸能調理寒性體質。對於

不喜歡服藥的人，或是想加強藥

效，可以在三九天使用三九貼來改

善體質。三九天為冬至（12/22）後

的3個9天，是一年中人體陽氣最弱

的時候，用具有辛散溫通功效的中

藥製成的藥餅灸療貼敷穴道，可溫

經通脈，提升免疫力。

皮膚保養

冬天皮膚常變得乾燥、龜裂，並具

有搔癢感。以中醫來說，這是血虛

風燥、陰虛風燥，可內服四物湯、

當歸飲子等及紫雲膏潤膚止癢。若

皮膚乾燥脫屑，洗澡水不宜太熱，

且應以淋浴為主，並在乾燥的室內

放一杯水，減少皮膚水分的喪失。

保暖注意事項

所謂「寒從足下生」，由於足部離

心臟較遠，血液容易供應不足，睡

前可用生薑、吳茱萸、桂枝各9g煮

汁，裝入臉盆並加水調溫至40度

泡腳，同時按壓三陰交、太衝等穴

道，能幫助睡眠。

下腹部丹田部位的防寒保暖亦很重

要，這裡有氣海、關元等穴道，大

約距肚臍下2指至4指，若外出至寒

冷地，可於此處放暖暖包，身體會

比較耐寒。

養生進補

冬至前後、三九天是進補的好時

機。一般人可使用活力元氣湯做藥

膳，加入豬尾冬骨、排骨、羊骨及

肉類等。活力元氣湯有氣血雙調，

陰陽同補的功效，可提升身體元

氣，暖暖度個好冬。

1.  三九貼灸療藥餅針對寒性體質預防感冒、氣喘、過
敏、腹瀉、經痛等。

2. 三陰交約在兩內踝上三寸處（約四指寬）；太衝在
足大拇趾與第二趾間縫往上推到骨頭前推不動處。

╱ 張家禎醫師小檔案 ╱

2

張家禎醫師任職於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專長是

腸胃科疾病，曾至西醫肝

膽腸胃科及血液腫瘤科受

訓，善於調理身體體質、

腸胃疾病等及胃癌、食道

癌等癌症調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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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伯達省創新研究院林業執行總監陳立衡

（右）與加拿大亞伯達省駐台辦事處代表陳麗安

（左）參訪中科，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中）接待。

美國國會議員選區主任訪問團參訪自造基地。

四川省綿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張斯恩（右七）率團參

訪中科，本局環安組組長朱振群（左六）接待。

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左四）帶領馬來西亞國民大學副校長 Prof. Dato Ir. Mohd Marzuki 
Mustafa（左五）等馬來西亞貴賓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五）接待。

全美婦女議員基金會候任主

席狄瑪索女士（右）率全美

地方政府組織主管訪問團參

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

（左）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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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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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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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地
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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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金
黃
，
讓
冬
季
充
盈
富
足
的
況
味
，
不
再
蕭
瑟
。

不
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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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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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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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色
，
把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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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進
心
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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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滿
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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