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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6月12日於大葉大學舉辦

「中科二林園區創新創業論

壇暨創新研發聯合成果展」，以二

林園區產業技術為中心，結合國立

中興大學、大葉大學、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逢甲

大學、南開科技大學、明道大學等

多所中部大專校院的新創能量，並

與彰化縣在地創生機構聯盟、彰化

縣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攜

手展示過去產官學研合作、創新研

發的豐碩成果。

與會來賓有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

彰化縣副縣長洪榮章、二林鎮鎮

長蔡詩傑、彰化縣中小企業榮譽指

導員協進會會長吳聰裕、大葉大學

校長梁卓中、勤益科大產學營運處

處長林熊徵、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研

鏈結中心主任林佳鋒、明道大學研

究發展處張冀青研發長。本局代理

局長許茂新表示，中科將做為火車

頭，協同產學研跨領域新創技術碰

應，繁榮彰化地區。期許能藉由產

官學觀點的相互激盪，共同擘劃彰

化二林園區永續發展的新藍圖，共

創產官學三贏新局面，中台灣也將

引領智慧機械產業發展，在未來全

球製造領域中獲得領先的競爭優勢

地位。

本次活動聚集眾多主題，內容十分

精彩，勤益科大、彰化師大及大葉

大學3位教授分別就綠能、精密機

械及生技領域進行專題演講，6支

新創團隊也進行發表創新研發成

果，現場也有14組創新研發成果

海報展及8個育成中心成果展示攤

位，二林園區2

家優秀廠商：天

工精密公司與和

勤精機公司也在

現場分享公司的

專業技術，藉此

活動達到產學官

研互動交流，促

進各界企業人士

產學媒合，展現

產業創新競爭

力。

撞出合作火花，期盼後續能進一

步跨界合作，進行新世代商品開

發，帶動新創企業發展，引領產

業加值服務轉型，激發中部地區

產業創新思維及產業再升級。

結合產學技術領域

擴大機密機械群聚效應

中科二林園區佔地631公頃，107

年5月23日獲環保署環評大會審查

通過已經全面啟動，進入實質開

發階段，二林園區的發展讓中部

地區精密機械產業聚落繼續向南

延伸，將有助於擴大產業群聚效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右四）、彰化縣副縣長洪榮章（前排左五）、二林鎮蔡詩傑鎮長（前排左四）、大葉大學校

長梁卓中（前排右三）及產學界來賓大合影。

1.  FITI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諮詢
輔導師生新創團隊。

2.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表示，
中科將協同產學研跨領域合

作，激發中部地區產業創新

思維及產業再升級。

2

1

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

激發中部新思維  推動產業再升級
CTSP Erlin Park Enterprises Technology Sharing Forum & Startups 

Research Result Exhibition Held at Da-Yeh University

産業構造のグレードアップを大いに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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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為鼓勵園區廠商辦理廠房

綠美化，共同提升園區環境

景觀品質，樹立良好形象，今年

度特舉辦中科園區廠房綠美化競

賽，分別於6月10日及6月13日舉

行，由本局副局長施文芳率隊，

聘請虎尾科技大學教授侯錦雄、

勤益科技大學副教授方智芳、本

局退休科長蔡紹斌及局內委員擔

任評比委員，到各廠實地現勘，

並與園區廠商負責維護人員進行

意見交換及心得分享。

良性競爭帶來互相觀摩學習的好機會

園區廠商之廠房景觀綠帶設計各有不

同特色風格，如友達公司后里廠，規

劃廠房與省道三豐路間有完整公園綠

地，不僅保存原有老樹及搭配雕塑藝

術品設置、員工休閒櫻花步道，並持

續多年舉辦植樹活動，由同仁及家屬

親自種下，從小小苗木到現今樹蔭林

立，營造友善工作環境；台積電公司

（晶圓十五A廠） 以多種喬木群植，

營造不同高度及質感的灌木，形成自

然複層植栽效果，並於戶外綠牆栽種

爬藤植物，同時利用雨水及空調回收

1. 台積電公司（晶圓十五A廠）東側生態池步道。

2. 台積電公司（晶圓十五B廠）戶外生態池。

3. 正瀚生技公司旁滯洪溝。

1

2

3

文、圖／營建組  熊婉贏

友善環境永續發展  廠房綠美化競賽
Winners of Landscape Planting Design Competition for CTSP Enterprises 
Announced!

工場緑化コンクー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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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建構自然多孔隙生態溪流與池

塘，融合多樣性生態物種棲息的環

境，營造美不勝收的山水意象，並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而

台積電公司（晶圓十五B廠）大廳

前景觀水池以灌木環繞，於大廳內

布置室內植生牆，提供賓客舒適療

癒的感受，另利用廠區空間營造戶

外落瀑生態池；另一家坐落於本局

中興園區正瀚生技公司，公司為提

供員工一個優質的工作環境，綠帶

設計包含生態水池、參天大樹、景

司后里廠、台積電公司（晶圓十五

B廠）、正瀚生技公司，優勝獎為

友達晶材公司、旭東機械公司、元

翎精密公司，優選獎則為台灣美光

公司台中一廠、均豪精密公司、台

灣美光公司台中二廠、台灣捷時雅

邁科公司。

以上獎項將於7月26日本局週年慶

時公開頒獎。

觀大石、大草原及將四周乾式滯

洪溝改造為濕式生態護城河⋯⋯

等，公司的環廠人行步道，更是

周遭民眾早晨跟傍晚散步休閒的

好去處；另還有多家廠商綠美化

的不同特色，都值得互相觀摩學

習。

最後評比成績揭曉，特優獎為台積

電公司（晶圓十五A廠）、友達公

1. 友達公司后里廠林蔭步
道及大草皮。

2. 友達晶材公司染紅的落
羽松。

3. 元翎公司廠房前方庭園
造景及鎮廠茄苳樹。

1

2 3

旭東公司綠帶採簡約設計。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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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  赴日參訪標竿企業
CTSP Delegation Vis i ts  Japan to Gain a Deeper Ins 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Intelligent Machinery-Related Corporations

精密機械産業企業視察ツアー　日本の最新技術を見学！

為
瞭解日本智慧機械產業發展

趨勢，進行產業智慧化的交

流，筆者於 6月 18日至 21日偕

同逢甲大學副校長黃錦煌及國立中

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主任邱顯俊

赴日進行參訪標竿企業，並赴大阪

MOBIO 展覽館與名古屋國際模具

暨製造設備展覽會（INTERMOLD 

Nagoya），其中 MOBIO除常設展

外，並設培育室，以一站式服務和

產學合作的方式，提供入駐廠商在

創業和經營創新上的服務。

追求卓越  從創業理念到堅持成就

本次智慧機械產業參訪行程主要

洽訪 3 家跨國日本企業，首站

為 CNC 數控車床與複合加工中

心機領導廠商日本大隈株式會社

（OKUMA）位於愛知縣的總部工

廠（Dream Site）， 生 產 過 程 將

TOYOTA汽車使用智能化機器人實現自動化工廠。

FANUC於名古屋國際模具暨製造設備展會展示具自動檢查之全電動注塑機。

文、圖／投資組  陳怡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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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器 人、FMS（Fleet Management 

System）等自動化單元與最新的

IoT技術相結合，廠區兼備太陽能

發電與 LED照明等節能設備，實現

從零部件加工、精密裝配到組裝機

台的高效率智能化工廠。

而後，轉往三菱電機株式會社參觀

其名古屋製作所，運用公司所發展

的 e-F@ctory概念在其製造工廠實

現高生產效率及設備利用率，其中

本次所參觀的可程式控制器製造

廠，導入使用 C語言控制器的表

面黏著安裝管理系統與人機介面作

業系統，使用可程式控制器的垂直

搬運系統；另伺服系統製造廠利用

機器手臂實現自動化系

統，透過可程式控制器

直接收集設備內各種資

訊，進行改善。

另前往 TOYOTA汽車位

於豐田市的元町工廠，

參訪汽車生產製程，包

括各沖壓零件接合焊接

與車身塗裝噴漆都由各

式機器手臂完成，有助

提升工作和生產效率，且車體外

觀更美觀。此外，為能有效提高

生產效能、縮短工時、減少庫存

及降低產品不良率，現場可看到

「豐田式管理」，包括「5S 管

理」、「 精實生產」、「JIT 即

時生產」、「看板管理」等。

最後，參觀歐姆龍株式會社

（OMRON）的信息交流廣場

（Communication Plaza），其創

立至今及未來的願景，一直為

「創造社會需求」堅持努力。包

括發明世界首創自動感應式紅綠

燈、小型電子計算機、自動提款

機、車站自動驗票閘門與應用於

數位相機臉部識別晶片等，該公

司以「感測（Sensing）與控制技術

（Control）」為核心競爭力，融入

員工持續保持創新思考（Think）協

助客戶實現「產品創新」。

台日交流  開啟雙方合作機會

本次參訪日本標竿企業，除了現場

參觀其智慧化製造生產線運作，也

瞭解其創新技術、市場開發及研發

資源能量等等面向，並介紹中科園

區投資環境，使日商瞭解科學園區

之產業聚落發展情形，期能未來能

促進台日雙方技術交流合作。

1. 逢甲大學黃錦煌副校長（前排右四）及國立中興大學邱顯俊
主任（前排左三）與本局產學研發科科長陳怡彥（後排左

一）參訪三菱電機株式會社。

2. OKUMA機床產品實現高速度加工性能與高品質表面加工。

3. MOBIO常設展協助大阪地區中小企業產品行銷推廣。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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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機械是推動

國內產業升

級轉型關鍵，政府

積極鼓勵業者朝精

密化與智能化等方

向發展並導入智慧

製造，以資通訊科

技能量為基礎，促

進精密機械升級為

智慧機械產業。中科精密機械產值

自100年至107年，已從新台幣168

億元成長達292億元。為推動園區

智慧機械發展及掌握智慧化相關產

業趨勢，本局於今年6月分別拜會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與「智慧

製造試營運場域」，特別就智慧機

械、AI智慧機器人產業、新創團隊

及場域自主營運等領域進行深度探

討與交流。

主動拜會  創造合作機會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致力推動

政府智慧機械相關計畫執行及發

展多元資源運用，本次由本局副局

長施文芳率投資組同仁拜會，並針

對國外產業招商策略、新創團隊引

進及人才招募部分進行意見交流；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分享近年來經

濟部國際招商之經驗及歐洲各國產

業聚落分布情形，本局並邀請該辦

公室參加日後相關招商活動，深化

雙方未來在智慧機械領域的合作機

會，期望創造更大的產業效益。

「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採用國產

高階機械設備，串接國內自研自

製之數位化生產系統，導入公版聯

網服務平台，發展機械加工應用服

務模組，並促進產業導入智慧生產

系統，加速中小企業投資，進而帶

動企業轉型。該場域除示範生產線

外，亦提供建廠規劃、設備開發、

自動化整合及認證輔導等多項服

務，協助掌握市場發展趨勢脈絡，

加速產業智慧升級。該場域自107

年12月起自主營運，相關營運費用

將逐步由自主營運團隊全權負擔，

提供日後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自主營運之重要參考。

本局此行拜會「智慧機械推動辦公

室」及「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透過雙方分享執行經驗及意見交

流，共同促進智慧機械產業發展，

提升產業競爭力。本局副局長施文芳率隊與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人員針對國際招商策略進行意見交流。

「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展示國產化設備客製化示範產線，提供試作量產服務。

文、圖／投資組  陳怡彥

強化交流合作  發展智慧機械產業
CTSP Deputy Director-General, Wen-Fang Shih Pays a Visit to Smart 
Machinery & Intelligent Machinery Technology Center

連携強化でスマート機械産業のさらなる発展を目指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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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宣導說明會
Seminar on Promoting Biomedical Industry Innovation Program in 
Central Taiwan 

中部地域におけるバイオ医薬産業イノベーションのための推進計画説明会

本
局已於6月11、12及14日分別

於新竹、台北及中科辦理宣

導說明會，產學研醫各界代表出席

十分踴躍，計有110人與會，本局

副局長施文芳在中科場次說明會中

表示，本計畫為本局第一次針對生

醫產業推動之專案計畫，展現政府

推動中部生醫產業的企圖心，期待

以中科為核心讓中部地區成為生醫

產業新聚落，本計畫期程將自108

年至111年，並委託成立計畫辦公

室（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提供生醫廠商提案申請計畫

補助資源，歡迎有意願申請之廠商

規劃撰寫計畫書並踴躍提出申請，

此外本活動亦安排進駐中科園區招

商說明，也歡迎廠商投資進駐中科

園區。

串聯產學研醫  共創產業廊帶

本計畫分為整合型與拓銷型，整合

型計畫藉由生醫廠商與學、研、

醫串連，進行模組化與系統化生醫

產品之開發，加快產品商品化的速

度，推動生醫產業創新研究發展；

拓銷型計畫為鼓勵具潛力之新創技

術及產品或是已獲上市許可之生醫

產品，開拓產業行銷模式，引導國

內生醫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增加業

者與市場的觸及，提升國內產品曝

光度，使產業營運動能持續成長，

本計畫啟動後，期待能創造出產學

研醫跨域合作的多邊效益，帶起不

同型態生醫產品的投入與開發，整

合資源與強化創新能力，串接起台

灣由北至南的生醫產業廊帶。

於本局舉辦的生醫產

業創新計畫宣導說明

會，副局長施文芳上

台致詞。

生醫產業包括應用生技、製藥與醫療器材產業三領域。應用生技產業指應用生物技術從事產品研發及製造之

產業；製藥產業以藥品為主，包括西藥製劑、生物製劑、中藥製劑、原料藥；醫材產業則依其功能、用途，

分為診斷與監測、手術與治療、輔助與彌補、體外診斷、其他類及預防與健康促進醫材。

關於生醫產業創新計畫申請文件及相關資料，請參考計畫網站https://ctbmi.p idc.org.tw/ 或洽計畫辦公室

(04)2359-5900分機606、602。

何謂生醫產業？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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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園區公會與本局於中興大

學育成中心共同辦理「108年度

中部科學園區廠商高階主管交流聯誼

會暨專題講座」活動，新竹縣長楊文

科、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園區公會

理事長沈國榮及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

等人皆到場與會。

首先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致詞感謝

中興大學提供本次活動場地及園區各

廠商代表的參與。本局代理局長許茂

新致詞表示，科學園區是國家八大基

礎建設之一，本局將提供優質投資環

境服務廠商，歡迎廠商到中科投資。

秉持中科精神  建設新竹未來

此次活動，特別邀請新竹縣長楊文

科，也是中科之前的大家長，來談談

多年前在中科服務的經驗。楊縣長談

到，過去中科以「超南趕竹、中科第

一」為目標，創造許多輝煌記錄，包

括開發效率第一、營運速度第一、營

收成長速度第

一，並以「工

作在中科，幸

福又快樂」為

最高工作指導

原則。現在，

新 竹 縣 楊 縣

長秉持過去在

中科「使命必

達」的精神，

帶領縣府團隊，以重大建設計畫

「AI智慧園區」、「竹科三期」、

「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作為三

支指標箭頭，建設新竹縣，期望老

有所依、壯有所用、幼有所養，成

就新竹縣的大同世界。

校園招生到就業媒合

完整中科生活圈

業務宣導及交流座談時間，首先由

中科實中主任邱奕君簡介雙語部

招生訊息：為招攬海內外優秀人

才至園區服務，中科實中將於108

學年度成立雙語部，並辦理7至

12年級招生，歡迎園區符合入學

資格之員工子女報名就讀。接著

由豐原就業服務站站長楊士鴻宣

導「就業金好」雇主就業促進資

源介紹，包括：求才媒合、專案

補助、網站資源、業師資源等介

紹，希望雇主能多加利用。交流

座談時，廠商提出希望能於園區

增設心理諮商師、提供心理諮商

服務，本項提案也將納入園區公

會理監事聯席

會持續追蹤辦

理，會議也在

高階主管互相

交流聯誼中圓

滿結束。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左）致贈禮物予新竹縣長楊文科（右）。

新竹縣縣長楊文科（前左五）、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前右四）、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前左六）及本局代理局

長許茂新（前右五）和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高階主管聯誼會暨專題講座
2019 CTSP Enterprise Top Executives Fellowship Meeting & Lecture on 
Special Topics

2019年度役員向け異業種交流会及び講演会の開催について

文／企劃組  秦惠桑、圖／投資組  林學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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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海外新能量  科技部人才媒合會起跑  
LIFT Program Actively Matches Overseas Taiwanese Talents with Domestic 
Industries & Research Institutes 

科技部就職マッチングイベント、高度人材の帰国促進と人材確保

6月 2 0日科技部於本局舉辦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LIFT,Leaders in Future Trends）」

媒合會，以中科園區廠商為中心，

結合中部產學研機構，期盼藉由引

進海外人才的國際新知與技術，強

化國內產業技術創新及研發再進

化。

科技部自106年開始推動「海外人

才歸國橋接方案」，以吸引海外

人才返國就業，為促進海外學人

瞭解國內就業環境及提供工作職

缺媒合，108年度建置交流媒合

平臺，積極促成海外學人與國內

產學研機構進行線上供需媒合機

制，安排海外學人回台參加108年

6月17日至28日「海外人才國內交

流會」，參訪廠商與研究機構並

座談交流，創造產學研機構與高

階人才面對面媒合機會，以促成

海外學人返台就業發展。

學成歸國

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科技部陳良基部長於6

月17日開幕式表示，

科技部整合11個駐外

單位及3個園區管理局

建立海外人才資料庫

及國內產學研人才需

求資料庫，推動1 0 8

年度海外人才橋接方

案，延攬海外博士、

海外碩士且具3年人工

智慧工作經驗者，或

本土博士且具3年以上海外工作經

驗者，返台與高階人才需求廠商媒

合，以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於6月20日中科

媒合會致詞時表示，海外人才歸國

能為台灣源源不絕地注入活力，特

別是科學園區相關的產業，中部地

區有其獨特並蓬勃發展的產業聚

落，中部地區的大學與產業界也有

很強的鏈結，尤其台中市已經是台

灣第二大城市，即是因為其就業及

生活的條件具有優勢，許多人才聚

集形成磁吸效應，相當歡迎各位回

國時將台中地區列為第一首選，為

中部地區帶來新能量。

本次活動共有3 0位海外學

人與現場廠商及學研機構共

計：上銀科技、友達光電、

台達電、鐿鈦子公司瑞鈦

醫材、台灣快密刀、中興大

學、清華大學超音波影像實

驗室、國研院國網中心、國

研院科政中心及工研院，在

媒合會後也已經共有8家廠

商及學研機構表示後續將與

海外學人更進一步接洽，以

延攬優秀人力。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前排左三）與參與媒合會各產學研單位合影。

「108年海外人才橋接方案」開幕式，科技部長陳良基
上台致詞。

文／投資組  蕭富仁、圖／投資組  林學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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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端午節前夕，本局協同

雲林縣虎尾鎮墾地里社區發展

協會共同辦理一年一度清淨家園活

動，邀請當地居民、園區廠商共襄

盛舉。

友善鄰里看得見  同甘共勞淨家園

一連多日綿綿細雨，恰於活動當

日天氣由雨轉晴，因此參與本次

活動的里民、園區廠商以及本局

同仁們，一早即在墾地里集合點

整隊完畢，在虎尾鎮墾地里長黃

秋雄及本局環安組科長林哲民口

頭勉勵後，大伙兒抓緊晴朗好天

氣，立即進行周邊環境清掃工作。

大家拿起竹掃帚、畚箕並戴上手

套，徒步清理鄰近街道，收拾地上

落葉、菸蒂等垃圾。今年參加活動

的情形依舊十分踴躍（人數達50餘

人），參加人員除了墾地里黃里長

所帶領之在地里民外，另包含本局

所轄虎尾園區廠商，如元翎精密、

富喬工業、友霖生技、友杏生技、

台灣捷時雅邁科、台灣立期、王子

製藥及小原光學等公司，而其他與

本局業務合作之委辦公司如虎尾污

水廠操作維運廠商中欣行公司及衛

宇、富聯公司等，亦皆自發性共同

參與。

清掃乾淨後，一同折返

集合地點，所有人員一

邊享用社區民眾現場包

餡蒸煮的端午肉粽，一

邊互相交流分享心得，

增益本局、園區廠商以

及里民彼此間的情感。

本局自民國97年起，已

多次與當地里民合辦清

淨家園活動，有效整合

園區廠商及社區義工等

社會資源，讓居民、廠

商了解本局敦親睦鄰及

對鄰里社區、園區環境

的用心。
清淨家園活動集結當地居民及園區廠商，促進鄰里間的交流。

清淨家園活動打掃讓每個人都可以為社區盡一份心力。

文、圖／環安組  李文智

清淨家園好用心  敦親睦鄰真感情
CTSP Fosters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hood through 
Community Cleanup Activity

親睦を深めよう！近隣清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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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風室  陳佑任

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已經

在107年6月13日修正，並於

同年12月13日開始實施囉，其中最

重要的變革就是該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

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1款至第3款

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

或投標文件內據

實表明其身分關

係」，嗣於補

助或交易行為

成立後，該機

關團體應連同

其身分關係主

動公開之，

 事前揭露  事後公開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3次

會議於108年5月31日召開，

會中通過中科1件投資案，為精密

機械產業之新力旺智慧精工股份有

限公司，總投資金額為新台幣（下

同）2.1億元。

新力旺智慧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致力

於建立基礎技術，從根基建立技術

壁壘，目前主要核心技術包含：高

扭力智慧馬達、模組化軟體定義流

水線、高度模組化運算農場、切合

傳產需求之深度學習模型及直立行

走雙足機器人機構與步態。特別在

人形機器人部分，行走姿態為非屈

膝型行走，較傳統機器人更類似於

真人，平衡感更佳，能源消耗量更

優於傳統機器人，可開發用於智慧

陪伴、STEM教學、競技專用或特

殊客製化機器人，相當具有發展前

景。

文／投資組  林雲志

新力旺智慧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New Force at CTSP: NVP-AUTO CO., LTD.

新たに一社増－新力旺知恵精工

謹記原則  遠離罰責

另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於

「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增列第十

點聲明事項「本廠商就本採購案，

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法務部已設計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供各機關

參考運用。各單位可至本局網頁廉

政園地下載使用，並於進行交易

或補助業務時，主動提醒投標廠

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如有上開身

分關係，務必要填寫身分關係

揭露表，才不會因為不瞭解法

規，不慎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14條而被重罰。

也就是事前要揭露身分關係，補助

或交易行為成立後也要將相關內容

公開揭露，供公眾查詢，以達政府

採購公開透明之目的。

政風錦囊

新力旺智慧精工股份有

限公司

該公司以自動化光學檢測

設備起家，在業界發展逾

10年，服務範圍遍及海峽

兩岸各大企業與各種產業

別，因業務需要，逐漸將

事業版圖拓展到自動化設

備、人工智慧、工業物聯

網（IioT）及機器人。



本
局輔導「創新創業激勵計

畫」團隊─Pro-Sk in Care，

目前已成立新創公司─東日生醫股

份有限公司，以高效產品帶給消費

者健康與自信。專長領域以生醫材

料、微奈米包覆技術平台為核心，

多次獲得教育部、科技部創新創業

獎項肯定。

東日生醫研發領域之一是在生醫材

料方面，研發範圍涵蓋高生物相容

性的醫材設計開發，如術後抗沾黏

薄膜、人工敷料、牙科止血填充材

料等，另延伸將藥物控制釋放技術

導入含藥醫材之研發。

領域二為微奈米包覆技術平台。吸

收率是決定藥物、食品、保養品在

人體發揮多大成效的關鍵，影響因

素包含功效成分穩定性、水分散穩

定性、分子吸收特性、分子尺寸控

制。微奈米包覆技術平台針對各別

成分、劑型設計合適的包覆載體結

構與配方，使有效成分維持高活性

與高吸收效能。

導入關鍵技術  深獲客戶肯定

東日生醫所開發的關鍵活性包覆產

品，如：針對異位性皮膚炎、乾癬

適用的天然植物萃取修護精華，可

改善固醇類藥物副作用之缺點；另

結合胜肽與活性微奈米包覆開發系

列產品，如：凍乾精華、面膜、化

妝水、乳液、精華液等，使保濕、

抗老、美白等功能顯著提升。在食

品開發方面，東日生醫切入解酒、

安眠、三高、美膚等機能性產品市

場。由於關鍵技術導入，重新賦予

產品具有高滲透、高吸收的新生

命，打開市場新藍海，透過B2B合

作模式，產品深獲客戶肯定。

東日生醫研發經理賴緒明（左）及專案經理李存詔（右）參加Meet Taipei。

東日生醫來自中興大學奈米生

醫博士研發團隊，幕後推手為

賴秉杉教授。賴教授專長於奈

米藥物開發與傳輸技術，曾獲

頒世界藥物控制釋放協會─亞

洲昇陽獎（Rising Suns in Asia）、

生策會國家新創獎，目前與藥

廠技術合作開發大腸直腸癌新

藥，現已進入美國臨床一期試

驗。東日生醫傳承相關技術，

將產品線推廣至民生用品，陸

續針對護膚品、機能性食品開

發關鍵微奈米包覆活性因子，

有效增加吸收效能，同時降低

過敏與刺激性的風險，產品相

繼在國際市場上販售，未來也

將繼續深耕台灣，積極開拓海

外市場。

東日生醫小檔案

新
創
團
隊

The Starup Journey

12╱ Jul. 2019

藥品的奈米技術—東日生醫
TJ Biomed Co., Ltd. Applies Nanotechnology in Skin Care Products 

ナノ医薬品技術―東日生医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逾50人，現場反應熱烈，對於本局

舉辦講習均給予正面的肯定。

隨
著科技發展一躍千里，AI人

工智慧新科技，儼然成為新

世代的技術浪潮，人工智慧技術進

步的同時，資安疑慮與網路駭客事

件亦層出不窮，資訊安全的防護措

施與日俱進，為協助相關部門打造

全面資安防禦網，5月31日本局特

別辦理「AI x Security資安防護新藍

海研習會」。

本研習會內容包含：「政府&企業

面對資安法應有的基本認知」、

「資安防禦的新曙光─當資安遇見

AI」、「AI智能對話服務應用與趨

公
司法屬商業基本法，該法於

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後，於

同年11月1日正式施行，修正條文

數達148條！

為讓本局園區廠商對該法有更深入

的瞭解，本局特別於6月13日邀請

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科

長張儒臣擔任講座，講解公司法修

法重點，例如：增加法人透明度、

友善新創環

境、增加企業

經營彈性、保

障股東權益、

強化公司治理

及與國際接軌

等面向詳盡精

闢解說，且因

其全程參與公司法修訂過程，說明

起來格外生動。本次與會廠商人數

經濟部商業司科長張儒臣（前排左四）會後與與會廠商合影。

勢」等議題。特別邀請網路攻防站

站長呂守箴、奧義智慧科技資深資

安顧問賴厚昌、碩網資訊商務總監

蔡政達等三位擔任講座，皆為資訊

業界服務多年的技術專家。經由講

師的經驗傳承、實際案例講解及與

會人員交流分享，讓參加人員收穫

滿滿。

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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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羅幼珍

邁向 AI 新時代  落實資安最實在
Seminar on AI Dialogue System Application & Information Security Issues 

セキュリティにもAI時代到来!? 2019年最新セキュリティソリューションは
これだ！

工商講習─新修正公司法報乎哩知
Lecture on Company Act Amendment 

新会社法がわかる講座
文／工商組  陳玫雅、圖／工商組  洪新墉

網路攻防站站長

呂守箴。

碩網資訊商務

總監蔡政達。

奧義智慧科技

資深資安顧問

賴厚昌。



108年6月6日筆者應邀到

中科園區分享工廠實務

管理，期望對園區廠商經驗交流、

教學相長，與會廠商報名人數逾50

人，園區廠商負責人、經理人、生

產經理等主管，會場反應熱烈超乎

我的預期。

大學4年的工業工程教育，加上職場

初期十多年的實務訓練，培養了筆

者在工廠管理工作上獨當一面的能

力。在這之後，因緣際會，1996年

踏入自行車產業。當時台灣產業西

進中國的浪潮澎湃洶湧，「根留台

灣」成為當時政府與有識之士大聲

疾呼的口號，台灣自行車產業也認

為多年辛苦培育「單車王國」的這

棵大樹，不應該在一夕之間被連根

拔起，因此成立A-Team，以根留台灣

為宗旨，用實際的團隊行動，一步

一腳印為這個理想而努力。筆者加

入的SRAM（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

自行車零件供應商）台灣工廠，在

A-Team的組織裡，也以根留台灣為目

標。經過20年的努力，將工廠的規

模從150員工／5億營業額，一路擴

充到2,500員工／200億營業額。在發

展過程中，工廠管理扮演了舉足輕

重的關鍵角色，也寫下一家外商工

廠根留台灣的成功故事。

成功的管理文化  需要長久堅持

在「根留台灣 」的大目標之下，

自行車產業A-Team導入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以提升組織

內所有廠商的管理技巧。根據TPS

的觀念，筆者與同事們發展出一套

適用的工廠管理模式。這個模式強

調向下扎根的重要性，包括：工

廠基本信念─培養員工的基本功夫

（5S、流、持續改善、自動化、5前SRAM台灣營運廠長蔡俊賢（右一）與本局工商組組長黃懿美（右二）合影。

工廠營運結構

毛利↑＝營業額↑－總成本↓

新
知
講
堂

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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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實務管理面面觀
Practical Factory Management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

生産・管理技術セミナー

文、圖／蔡俊賢（前 SRAM台灣營運廠長）



個Why、PDCA、金字塔結構），

進而增強員工的競爭優勢；工廠文

化─提升工廠的團隊效能（透過透

明、公平、合理的平台，評量人與

事的價值），進而創造工廠的競爭

優勢。向下扎根的工作並非一朝一

夕的努力可以竟其功，而是持續不

斷在每天的瑣碎工作中累積而成。

工廠基本信念與工廠文化在工廠管

理的重要性，就如同禮記大學篇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道理，如果修身、齊家都還沒有完

備，就無法奢望可以做好治國、平

天下。

持續成長  是企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當員工具備1>1的競爭優勢，工廠

也擁有1+1>2的競爭優勢時，在工

廠營運結構中，自然就可以在工廠

管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公式「營業

額 －成本＝毛利」裏，得到營業額

增加、成本降低、毛利成長的最佳

結果。在工廠營運結構的實務作業

中，工廠的毛利成長目標由上而下

展開，依序為工廠目標確認、工廠

計畫設訂、部門指標分配、改善專

案規劃、改善進度追蹤、改善績效

衡量；工廠的毛利成長績效則由下

而上連結，依序為改善績效報告、

部門指標檢討、工廠目標達成，

而這些連結盡可能都是以金錢為單

位。

工廠管理因為主客觀環境與時空背

景的不同，很難有對錯與好壞的清

楚定義，但是一定會有成功與失敗

的結果，而這結果經常是由毛利的

變化來判斷。一個企業之所以可以

根留台灣或是基業長青，維持毛利

成長是一個必要條件。

過去二十多年，SRAM在西進中國

的大環境下，與許多自行車產業的

廠商一同努力，把工廠根留台灣並

且成長茁壯。如今，自行車產業在

台灣仍然欣欣向榮。這是一段值得

紀錄下來的自行車產業的故事，也

是工廠管理的故事。筆者特別在退

休之年，寫成一本書《根留台灣的

工廠管理》，送給一起工作多年的

同事，或許也可以給有興趣的朋友

當作參考。

科技會隨著時代日新月異　

成功的管理文化歷久彌新

二十年風水輪流轉，20年前台灣的

產業西進中國，20年後的今天鮭魚

返鄉。產業將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

大環境轉換，再加上讓人眼花瞭亂

的進步科技，每個公司或工廠都睜

大眼睛在看5G、大數據、IOT、運

算、AI在未來5年、10年如何衝擊工

業產品與製造技術。然而，在快速

變動的年代，工廠管理的觀念與作

法，仍是會有其不變的道理。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歷史與經

驗永遠是一面鏡子。過去20年，

SRAM的工廠管理在自行車產業的

實務經驗與成功故事，相信仍然保

有值得參考的價值；感謝中科管理

局舉辦本次講習，也肯定園區為廠

商所作的努力。

工廠管理模式

改善績效評比

齊家

修身

治國

平天下

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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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應科學園區修正科學園區保

稅業務管理辦法，為凝聚各

機關共識及簡化修法作業時程，財

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葉明星、

駐園區海關課長林昭猛、科學園區

公會保稅委員會總召集人賴仁康及

召集人王秀琪等人，於6月3日至本

局拜會，並與工商組就保稅業務管

理辦法修法內容進行意見交流與討

論，期能針對修法內容達成共識，

以利園區貿易通關業務

流程簡化及推動。

另為增進園區廠商保稅

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會

中本局工商組組長黃懿

美與關務長葉明星就本

局即將辦理的法規講

習課程內容及參訪行程等事宜進行

交換意見。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亦

撥空接待，三方業務交流，會談氣

氛熱烈融洽，讓各界可以充分瞭解

廠商需求，為園區業務發展貢獻心

力。

科
學園區107年度決算書表申

報作業在108年7月展開，為

加速廠商申報與排除疑難問題，本

局於108年6月19日舉辦申報作業講

習，特別邀請專業與活力的安永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朱田晏三擔任專業

講師，廠商報名熱烈計超過30名財

務專員，講師除簡報說明申報流程

外，也實地操作申報者介面，讓廠

商能深入瞭解各個流程細節。

切勿疏漏  逾期有罰則　

決算書表申報是依科學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第12條規定辦理，只要是登

記在科學園區的廠商，次年起須每

年申報；決算書表申報分別為曆年

制與非曆年制，主要在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須召開股東會承認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報，並在7月底前申

報，逾期會有罰則，本次講習會再

次提醒廠商多多留意。

廠商須進入園區服務入口網填報簡

化之財報數字，並掃描上傳的文件

有（1）資產負債表。（2）損益

表。（3）現金流量表。（4）股東

權益變動表。（5）書面資料影像

檔申報，其內容包括：會計師查核

報告書、營業報告書、股東會議紀

錄及財務報表附註揭露事項。提醒

廠商避免違規，並須在作業期限內

申報。

新
知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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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邱美祝

凝聚機關共識  簡化保稅流程
Simplifying Science Park Customs Clearance Procedures for Bonded 
Goods

保税手続きの簡素化・迅速化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右一）接待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
關務長葉明星（右二）。

安永聯合會計師
事務專業講師朱
田晏三。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決算書表申報宣導
Lecture on Declaring Companies' Final Accounting Reports

決算書作成、徹底解説！



管
線為民生基本需求之基礎建

設，而本局除水、電、天然

氣及寬頻等民生用管外，尚有園區

廠商製程所需特用工業氣體等管

線。隨著近年國內外重大管線災害

後，防災意識逐漸抬頭，完善的管

線資料庫及管線管理為降低災害的

不二法門，故此，管線資料庫的完

整性及正確性是不可或缺的。本局

今年改善並統合園區管線圖資，轉

入新建置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提

供申挖及管理機關單位相關人員使

用。

行動智慧化的道挖工程助理，協助廠
商隨時掌握管線資訊，保障安全。

結合現代趨勢  輕鬆方便好管理

本建置案建立道路挖掘管理系統、

設施物巡查通報系統及寬頻管道維

護系統，為符合現代趨勢，各系統

均配合建置行動智慧化裝置。

道路挖掘管理系統可分為管理系統

及查詢系統，管理系統運用網際

網路地理資訊系統（Web GIS）及

空間資料庫技術開發，可進行圖

層套疊展示、圖資版本控管及使用

權限設定。查詢系統提供園區廠商

及民眾獲取相關資訊或反映意見之

管道，達到資訊透明化之服務，民

眾可於地圖中查詢相關挖掘路段

資訊、工程位置、內容並以Google 

Map平台顯示，貼近大眾慣用之地

圖操作模式。

為方便園區設施管理，本局建置設

施巡查通報系統，巡查人員發現園

區中道路、設施物損毀時可即時通

報修繕，修繕人員完工後可及時回

傳最新現況以利相關人員掌握現地

情況。另本局新建寬頻管道維護系

統，提供申請單位及管理單位可於

線上進行申請、通報及查詢等作

業，藉此提升行政作業之效率。

道路挖掘管理系統示意圖。

中部科學園區設施巡察系統示意圖。

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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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曾光毅

管線資訊透明化  民生安全有保障
CTSP Onlin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Application for 
Pipeline Digging

リアルタイム道路工事情報システムとは？



18╱ Jul. 2019

園
區
活
動

Park Activity

文／中科實中  陳恕、圖／投資組  林學侃

鵬程萬里！中科實中高中部第七屆、

國中部第一屆畢業！
Let's Join NEHS@CTSP 1st Junior & 7th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raduation 
Ceremony!

国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第七期、中学校初めての卒業式

中
科實中 107學年度高中部第

七屆、國中部第一屆畢業典

禮分別於 6月 6日上午及下午在本

校國際會議廳舉行，本屆高中部畢

業生計有 125位、國中部畢業生計

有 120位，順利完成三年學業，蒞

臨現場祝福的貴賓、家長、親友與

師長紛紛給予同學祝福。

海外校友致詞

鼓勵學弟妹展翅高飛

典禮開始，校長首先致詞恭喜所有

畢業生順利畢業，朝向自己的理想

目標邁進，隨後邀請本局副局長施

文芳、台中市大雅區區長馬宗佑及

與會嘉賓，上台頒發科技部長獎等

各種獎項予本屆畢業生。特別的

是，本次高中部畢業典禮，還邀請

現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的校友張妍

希同學，給予畢業生勉勵，以自身

經歷鼓勵學弟妹們「不要停止作

夢，不要害怕嘗試」。

畢業公演  留下珍貴青春回憶

中科實中高中部第七屆畢業生在今

年 5月 15日畢業考後即組成畢業

籌備會，並設定本次畢業典禮主題

為「實光馬戲團」，將中科「實」

中的「實」融入畢業典禮主題，並

且巧妙地經由影片、歌舞、戲劇的

穿插，呈現出此次畢業典禮的特

色。而國中部第一屆畢業生也利用

在會考後的兩個禮拜，練習了三段

節目，包括樂團演唱、熱門舞蹈等

等，博得在場家長師生的滿堂彩，

其中訓育組長郭耕汎老師也上台演

唱「你是我的 ok蹦」送給國中部

第一屆畢業生，成為畢業生們最特

別的畢業禮物。最令人感動的一

幕，是由導師親自頒發畢業證書，

當下有些畢業生熱淚盈眶、有些畢

業生則給予導師一個大大的擁抱表

示感謝，使畢業典禮更顯溫馨。

典禮最後，所有畢業生帶著感恩與

不捨的心情，緩緩離開國際會議廳

步出校門接受學弟妹們的祝福，並

在藍天白雲綠地中與師長們留下在

母校的最美倩影。

1.  現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的校友張妍希同
學，以「不要停止作夢，不要害怕嘗試」

鼓勵學弟妹們。

2.  結合影片、歌舞、戲劇的特色，高中部畢
業生獻上令人驚艷的畢業公演「實光馬戲

團」。

3.  國中部首屆畢業生精彩萬分的英文歌舞表
演，再次彰顯中科實中對於外語教學的用

心與專業。

1

2

3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右）代表科技部

頒發科技部長獎予本屆高中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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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全國高中英語辯論賽  培養國際溝通長才
National High School English Debate Tournament Held at NEHS@CTSP

全国高校生英語弁論大会  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育成

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

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學系主辦、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承辦的「2019全國高中英語辯論

比賽」，已於6月1日完美落幕，全

國各地共有16所學校通過北中南區

域賽選拔，獲選參加全國決賽。本

賽事希望藉由辯論技巧的切磋與交

流，實踐英語文新課綱素養精神，

培養本國國際行動能力人才。

因應各方肯定  逐年擴大賽事規模

「全國高中英語辯論比賽」原為一

政策性英語辯論賽事，2014年由

臺師大英語系與國立中科實中首辦

後，因廣受各界師生好評與肯定，

2015起至今，連續數年獲得國教署

補助辦理；2017年起，更由國教

署指導補助北中南區域賽事，統一

各區賽事辯題，整合全臺高中英語

辯論比賽。此外，為推廣社區高中

與偏鄉學校思辨教育與辯論活動，

2018年起增設非政策賽制，以較簡

易的賽事模式，鼓勵各區學校踴躍

參與，藉以強化英語文新課綱中，

外語工具性與實用性的重要內涵。

英語辯論在臺灣高中教育逐漸受到

政府部門、在校師生重視與支持，

台師大教授常紹如（前排左三）、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左四）、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前排右四）與參賽師生合影。

看重英語辯論培養高中學子邏輯

思維與綜合能力，連結新課綱英

語文核心素養「資訊整合與省思批

判」、「溝通協調與解決問題」等

具體內涵中的關鍵能力，培養高中

生理性討論與包容多元意見的風範

與氣度，進而塑造我國未來國際溝

通長才。「全國高中英語辯論比

賽」在教育部國教署的指導下，毋

寧提供了絕佳平台，供各地師生相

互學習與觀摩。

非政策辯題「臺灣中學開放中午外出用餐」比

賽實況現場，辯題貼近學生日常生活情境，有

助於提升學生語言溝通與邏輯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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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

融入想像  創意滿分的科學盛宴
NEHS@CTSP Holds Popular Science Lectures & Science Festival

科学教育の深化と拡充－国立中科実験中学・高校

國
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落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神，

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之課程活動，

5月27日至5月31日舉行科學週活

動，邀請大師進行科普講座（永續

綠色科技大未來—蕭介夫教授、

蘭花美麗密碼大解密—楊長賢教

授），規劃科學園遊會，5月29日

下午共有30個來自科博館、大學

端、園區廠商與本校教師所設置的

體驗與實作攤位，內容包含生態環

境、機器人、生活科技、基礎科

學、物理工程與化學六大主題，邀

請中部地區國中端與全校師生一同

參與進行闖關尬科學，透過實際動

手做、做中學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問

題解決的能力，啟發學生對相關議

題產生體會、理解與反思，潛移默

化學生的科學素養。

在科學中學習成長  麥向實捌

5月30日是中科實中一年一度的數

理實驗班成果發表，主題為「麥

向實捌」。「麥」意旨中科實中

所在的大雅區所盛產的小麥。實

捌，用實中的「實」與中文數字的

「捌」，有學生18歲成年的雙關

之意。靜態展示與口頭報告兩年來

的學習研究成果。學生依自己的興

趣，各自選擇，在各領域老師的指

導下，探究數理的奧妙，發揮解決

問題的能力，不斷自我超越、成

長，訴說著：實驗這條路上，有著

最初實驗的感動。

中科實中藉由體驗與講座，觸發學

生對科學的理解與興趣，以趣味性

與有創意之活動激發學童對科學的

熱情，持續強化校訂專題課程發

展，形塑本校特色課程與活動，並

提供家長與鄰近國中三年級學

生機會，體會本校學習氛

圍，理解本校科學教

育主軸與相關園區資

源。

1.  VR體感實驗，體驗智慧科技的現在
進行式。

2.  數理實驗班成果發表，體會對科學
實驗的堅持與感動。

3.  時常作為科幻電影題材，深受學生
們喜愛的機器人格鬥賽。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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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劉彥聖

從文字創作進入公共藝術創作
The Creative Titles Bring Public Arts Alive!

パブリックアートとは？  作家・蔡淇華さんが講演会

沿
著中科管理局的道路行駛，

映入眼簾的不僅僅有星羅棋

布的大型建物及花團錦簇的植栽，

如再仔細觀察，沿途豎立著點綴整

個園區的戶外立體雕塑，其中「生

命綻放的窗景」、「松鼠坡上的追

逐」及「紫斑蝶停留的樹上」等作

品已成為大肚山上的代表，但你是

否好奇為何它的要取這名稱，又跟

中科管理局有什麼關係呢？

畫龍點睛的文字  帶出藝術作品的
靈魂

非常榮幸，本局在5月31日力邀著

有《幸福住台中》、《一萬小時的

工程：隱形的天才》等書的作家蔡

淇華老師蒞臨本局，以一場生動、

圖文並茂的演講，闡述透過文字的

虛實雜揉寫作方式，如畫龍點睛般

具體呈現公共藝術作品

所要表達的情感、意

象。文字創作之於公

共藝術作品有如指揮

家，透過其文字音樂性

及節奏感，譜出一曲磅薄

動人的公共藝術交響樂。 

以園區公共藝術「松鼠坡上的追

逐」為例，其中「追逐」二字活靈

活現的把作品中奮力向上奔馳的自

行車及情侶間悠閒騎乘的自行車等

動態之美具體呈現出來，而「生命

綻放的窗景」、「松鼠坡上的追

逐」及「紫斑蝶停留的樹上」等作

品皆以「生

命窗景」這

主體，闡述

本局產業發

展、人文薈

萃及生態環境特性。如果你是來中

科洽公或賞花，不妨也來場公共藝

術文化之旅吧！

1.  園區公共藝術—
     紫斑蝶停留的樹上。

2.  園區公共藝術—
     松鼠坡上的追逐。

蔡淇華老師闡述，透過文字的畫龍點睛，能夠

更具體地公共藝術作品要表達的情感與意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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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沈朝財

大樓旁的小果園—凹葉人心果
A Little Knowledge on Manilkara kauki

植物特集！「サワノキ」について

凹
葉人心果又稱高起猿喜果，是常綠喬木，株

高可達20公尺，在外國宮殿或寺廟旁有種

植。葉長橢圓狀、全緣、先端圓鈍基部較尖、葉

面暗綠，葉背灰白。花1-3朵生於葉腋，淡黃色。

果實卵形，長3-4公分，成熟呈橘紅色，再轉暗紅

色，常吸引鳥類啄食、猴子採食，成熟果可生吃，

不香但果肉甜蜜。

凹葉人心果世界通稱caqu i；在爪哇被稱為s awo 

kacik，則和爪哇王室的儀式有關；它是澳洲昆士蘭

州托雷斯海峽群島土著的傳統食物，當地人把一

個島嶼的果實採完後又到另一個島嶼去採。這種

樹是在1930年代被引進台灣，台北植物園可見，

台灣各地公園偶有栽種，但是比其他山欖科植物

少見的多。

1 3

2

1.  工商服務大樓第一銀行窗外的凹葉人心果。
2.3. 在台灣，很少人認得凹葉人心果植株和果實，更增添

它的神祕感。

凹葉人心果小檔案

學名：Manilkara kauki (L.) Dubard

科名：山欖科

原產地：東南亞

分布地：斯里蘭卡、中南半島（緬甸、泰

國、柬埔寨、越南）、馬來半島、印尼、

菲律賓、巴布亞新幾內亞、澳洲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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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生

健康專欄—中醫治鼻病
Healthcare Colum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r Nasal Diseases

健康コラム－漢方で「鼻」の悩みを解決

台
灣氣候潮濕，加上現代人常

生活作息不正常，燒烤油炸

辣後再加上一杯冰飲，常處冷氣房

等等，造成鼻過敏、鼻炎，而易鼻

塞、打噴嚏、流鼻水等容易纏身，

尤其在冬天天氣變冷、下雨時易發

生。

過敏性鼻炎因吸入過敏原誘發，

並涉及黏膜炎症2型輔助T（Th2細

胞）細胞驅動的IgE介導的反應，而

有鼻部症狀，且多為清涕，所以要

避免接觸過敏原包括季節性花粉、

黴菌、塵蟎和一些黴菌等等，可以

依過敏誘發經驗或是抽血去看自己

的過敏原。另一種非過敏原所致的

血管運動性鼻炎，因氣候、空氣、

情緒等造成自律神經失調，鼻部血

管、黏膜過度敏感造成。很多鼻病

病人是兩者狀況兼有。

鼻病中醫治療

中醫藉由中藥、針灸、穴位貼敷等

可以調整體質，有效改善這些鼻

病。常見用藥是辛夷散、柴胡桂枝

湯、玉屏風散、香砂六君子湯等

等。搭配針灸穴道治療如迎香、合

谷、印堂。傳統穴位貼敷灸療，在

夏季7-8月期間的三伏貼及冬季12-1

月期間的三九貼，是利用辛散溫通

中藥製成藥餅，貼在特定穴位，而

能溫經通脈、助陽散寒，治療慢性

虛寒性鼻病，並能改善體質、提升

免疫力。尤其這樣的貼敷灸療能被

不喜服藥的孩童接受，對於服藥過

多的老人，也可以減少服用藥物因

為需經過腸胃道而被干擾吸收的狀

況。

1.  迎香：鼻旁五分之法令紋處。
2. 合谷：拇指、食指併攏，肌肉隆起最高點。
3.  三九貼、三伏貼治療鼻病。

三伏貼、三九貼藥餅。

灸
療
藥
餅

延
胡
索

細
辛

白
芥
子

艾
葉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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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大黃蜂

◎ 放映時間  108/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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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
◎ 片長  1小時53分

  變形金剛》系列衍生作，大黃蜂專屬電影。描述傷痕累累的大黃蜂

遇上一位女孩查莉，他們真摯的友誼將改變一切。

故事回到1987年的變形金剛星球，代號B-127的機器人為了從戰爭中逃

離，聽從領導者柯博文的指示，來到了地球。但B-127在敵方狂派的追兵

與人類攻擊下，失去記憶和聲音，隱身躲藏在加州海岸小鎮廢棄場中。

B-127在廢棄的舊車場喬裝成黃色福斯金龜車，遇上一位女孩查莉（海莉

史坦菲德飾演）。查莉即將屆滿18歲，對未來毫無頭緒，卻無意間發現了

傷痕累累、瀕臨死亡的B-127，查莉救活了他，並修復車上的廣播系統，

給了B-127一個名字：大黃蜂。

B-127從查莉那邊得到了大黃蜂的名字，也將面對自己被賦予的超級任

務，勇敢完成保衛地球的使命。

護

《

福建省台港澳辦台商投訴協調中心主任李忠惠

（左六）率團參訪中科，本局投資組組長林靜慧

（左七）接待。

廣東省產業園區協會企業服務中心主任詹勇斌（前排左八）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建管組組長洪耀堂

（前排右七）接待。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一等秘書陳紫秀（右二）帶領

網路新媒體記者團參訪中科，本局工商組組長黃

懿美（右四）接待。

參
訪
交
流

CTSP Visitors

24╱ Jul. 2019



意者請依應徵方式投遞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臺中市政府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就業服務臺

洽詢電話04-25607437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1號(台灣就業通免付費電話0800-777888)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師

設備維修、點檢，維持設備正常運轉、異常數據收集分析
及改善，提昇機台能力、設備改機換模、一般保養。

意者職缺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技術助理 .

執行機台操作、產品檢驗工作，須穿著無塵衣及長時間站
立走動。 
意者請於每週三、週五下午13:30~16:00親洽公司參加
筆、面試。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工程師 

1. 廠務（問題對應‧設備維護）。
2. 廠務保養、點檢、鍋爐操作。
3. 合理化、改善案件實行。
4. 配合四休二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5. 乙級鍋爐操作資格、大專畢業。

生產管理人員 

1. 熟練 EXCEL 。
2. 問題分析解決能力 。
3. 緊急業務處理及配合加班。 
4. 具協調性、溝通能力。 
5. 具生管經驗佳 。
6. 具日文能力佳。
意者職缺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聯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駐廠工程師／技術員 

化學品／氣體更換、設備操作、維修、監控及巡檢相關。 
意者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公司 
技術員 

生產部： 
1. 第一時間製程 Upset緊急處理、及時通知相關人員。 
2. 執行各項 SOS點檢表＆工安稽核Safety／5S patrol。 

3. 機台預防保養。 
4. 簡易故障排除。 
資材部： 
1. 進出貨、上下料，成品半成品庫存管理。 
2. 玻璃搬運，封膜裝箱作業。 
3. 板條箱拆裝或組裝。 
4. 5S環境維持及清潔。 
5. 廠內取得堆高機證照另有津貼。 
意者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品檢技術員 

1. 表面處理產品外觀檢驗。
2. 基本文書處理操作。
學歷：高職以上。

開放廠區面試：週一、三、四，下午2:00~04:00。

業務助理 

1. 訂單處理、出貨安排與相關文件製作。  
2. 請款及報價作業。  
3. 產品開發／品保／客訴處理。  
4. 客戶英文信件往來。  
5. 產品開發專案進度管控。  
6. 客戶與廠內之溝通。
學歷：大學以上科系不拘。 
意者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聯合徵才活動預告

臺中市政府「2019一飛沖天  職達未來」

時間：108/7/12（五）10:00-14:00

地點：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服務中心2F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

歡迎求職朋友參加，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JUL.
2019

才啟事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中科108年7月  Recruitment Message

徵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網址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大臺中人力資源網址  http://takejob.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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