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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唐佩珍、圖／投資組  沈慈雅

中科全面招商  營運起飛
Seminar on Business Recruitment at Chung Hsing Park

中興パークの企業誘致説明会

本
局2月22日於中興園區舉辦招

商說明會，由局長陳銘煌主

持，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相關

主管及多家國內外潛在投資廠商的

高階主管等80餘人與會。會中針對

中科園區入區申請及相關優惠措施

詳細說明，有助廠商申請進駐園區

投資設廠。

喜事接二連三  中科光速發展

陳局長於會中表

示，中部科學園區

設置迄今滿 1 5週

年，目前所轄包括

台中園區、虎尾園

區、后里園區及開

發中的二林園區及

中興園區，總開發

面積達1,485公頃，

迄今核准 1 9 7家廠

商，其中含外商37

家，投資額逾新臺

幣2兆元，107年營

業額也再創歷史新高。目前園區從

業員工數超過4.8萬人，帶動中台

灣經濟蓬勃發展。另隨著二林園

區、七星園區通過二階環評，加上

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差通過，中科全

面啟動招商，今年預計台中園區及

二林園區將有6家廠商動工建廠；

中興園區亦有3家廠商積極進行建

廠規劃，並將引進新創公司及工商

服務業。為提升園區便利性，本局

建置有園區APP工商業服務平台，

提供廠商使用。

優質環境  磁吸傑出廠商

此外，中科對AI培育不遺餘力，過

去執行國家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打造

國際旗艦型的智慧型機器人自造者

基地，提供小學生mBot機器人國小

體驗營隊、高中職生FRC及

大學生Pickathon比賽等一站

式訓練課程，成效卓著。今

年除了繼續努力外，也將引

進加速器培育有關AI、智慧機器人

及生醫等領域之創新創業團隊及新

創公司。

針對研發的部分，中科也辦理相關

補助計畫，鼓勵園區廠商研發，

提升產業競爭力，並建置優質投資

環境，歡迎高科技廠商進駐投資設

廠，洽詢電話（04）25658588，分

機7311，陳科長。

1. 本局辦理招商說明會，局長
陳銘煌（右二）主持及答覆

現場廠商提問。

2. 招商會吸引眾多廠商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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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C小檔案
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係由非營利

組織「FIRST」（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專為14∼18歲高中生所設計，用指定零件製

作機器人並進行競賽，被公認為世界頂級的青少年機器人賽事。主

要在鼓勵青少年經由參與比賽，積極參與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簡稱STEM）領域的研究與實作並從中獲得興趣與成就。

積極培育 FRC團隊  鏈結國際  爭取佳績
2019 FRC Practice Session & Flag Handover Ceremony in Taiwan

FRC：国際高校生ロボコンに向けて  競技成績向上のための練習試合を実施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本
局於1月30日、31日兩日在中科

實驗高中體育館舉辦「2019 FRC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FIRST機器人

競賽）台灣練習賽」。當日計有超過400

位師生報名熱情參與，經過2天激烈競

賽，由中科實中脫穎而出，勇奪主席獎，

全體參賽隊伍與大會嘉賓逾400人合影。

團隊仔細調校機器人。

麗山高中、中正高工與恆毅中學三

隊獲得聯盟冠軍獎。本局局長陳銘

煌於2019 FRC台灣練習賽進行授旗

儀式，期勉每支參加FRC國際區域

賽之隊伍，發揮團隊精神，爭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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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榮譽，也向國際展現台灣在智慧

機器人競賽領域的實力。

1:1模擬比賽場地  提升臨場感

今年國際FRC競賽主題為「深太空

（Deep Space）」，參賽隊伍需限

時操控機器人平台，進行取球、競

速等比賽。為使參加3月國際FRC

區域賽之隊伍在出國比賽前有加強

練習的機會，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搶先依照FIRST總部公布的最

新規範，建置1:1模擬比賽場地，

透過逼真的競賽情境體驗，激發隊

員潛能與臨場解決問題能力，凝聚

團隊默契。

本次競賽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要特

別感謝參賽學校的多位教練、老師

努力推動，讓全國高中職對學習AI

智慧機器人更加投入，也從學校教

育開始，拓展學子對於AI與機器人

間的科技認識，共同為科技產業育

才努力。各校學生從1月5日FRC題

目公布開始，即在期末考課業壓力

下，積極的準備比賽。練習賽現場

各校間互動熱絡，毫不藏私，還有

選手特別前來告知主辦單位：「真

的很謝謝中科提供我們這麼好的場

地與平台，讓我們在國際區域賽前

獲得寶貴經驗。」

台北市聯盟舉行 FRC授旗儀式

緊接著2月14日2019 FRC機器人競

賽台北市聯盟代表隊誓師大會，

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本局協

辦，北一女中、成功高中、麗山

高中、南港高工攜手，推動FRC競

賽。活動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曾燦金授予參加學校「2019 FRC台

北市聯盟旗幟」，本局陳局長參與

致詞，預祝各校於FRC國際區域賽

取得優異之成績，滿載而歸。

本局培育 AI人才  成果逐漸展現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透過各式

機器人體驗式課程、競賽、論壇及

活動推動AI機器人發展，培育更多

人才及團隊參與國際賽事，在本局

的努力下，國內參加世界機器人

FRC比賽隊伍由2017年3支快速增

加至20支，目前已帶動國內20支團

隊報名參加2019年澳洲、美國等

FRC國際區域賽。此外，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除了有完整的FRC

機台設備，可借予參賽團隊進行

測試練習外，並有輔導教師

提供專業諮詢與技術指導，

藉此鼓勵更多學校團隊投入

FRC機器人教育及參與國際

賽事。107年9月，本局亦與

FIRST組織的Donald E. Bossi總

裁簽署合作意向書，為台灣

爭取舉辦2020 FRC國際區域

競賽。

未來本局仍持續積極辦理培

育AI專業人才與推廣機器人

活動，協助國內學校團隊在

機器人比賽爭取佳績，透過

動手做課程活動提升學生對

AI與智慧機器人應用領域之

興趣，激發學子創新思維，

培養出專業人才。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右二）、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理事長

詹煥禎（右一）合影。

團隊仔細調校機器人。

麗山高中、中正高工與恆毅中學獲聯盟冠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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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陳昱峰

補助計畫開跑  推升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
Seminar on Promoting Advancement Project for Smart Machinery & 
Aerospace Industries in Central & Southern Taiwan

中南部スマート機械及び宇宙航空産業グレードアップセミナー開催

本
局自106至109年辦理「強化

區域合作－推動智慧機械及

航太產業升級計畫」，提供園區及

其供應鏈廠商研發補助資源，以

激勵國內各產業之機械設備廠商投

入智慧機械及航太之研發，並整合

高智能化製程所需之垂直與橫向技

術，鼓勵精密機械產業朝向智能化

設備技術發展，提升關鍵技術與設

備模組技術水準。為激勵國內各產

業機械設備廠商投入智慧機械及航

太產業升級，鏈結中央與地方的能

量，攜手共築智慧機械之都，於3

月22日舉辦「強化區域合作推動

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

畫」宣導說明會。

期盼產學合作  激發研發能量

本次宣導說明會主要安排「強化區

域合作

－推動

中南部

智慧機

械 及 航

太產業升

級計畫」研發

補助申請、輔導推

廣及招商引進等主體進行

說明，副局長施文芳致詞表示，

本局自106年度開始推動本計畫研

發補助，提供園區及相關供應鏈

廠商研發補助資源，計畫補助範

圍包含光電、半導體、能源、生

醫等產業之智慧機械及關鍵零組

件研發計畫，期盼廠商可以結合

學界研發能量，提升產業價值，

歡迎有意願申請之廠商及學研機

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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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救援  全力輔導推廣

本計畫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歡

迎科學園區廠商及相關供應鏈、

有意願進駐中科園區廠商、學研

機構提案申請，相關資訊可洽

「研發補助申請計畫辦公室」，

聯絡電話（04）25681085分機

1 0 ~ 1 3，亦可至計畫辦公室官

網查詢（http://www.smai.fcu.edu.

tw）。

若於撰寫補助計畫書遇到困難，

本局另有「輔導推廣計畫辦公

室」，可提供計畫書撰寫之輔

導。同時也提供智慧機械及航太

產業相關課程，針對計畫書撰寫

輔導及相關課程有興趣或疑問，

歡迎洽詢「輔導推廣計畫辦公

室」，聯絡電話（04）36068996

分機4 5 0 1，或至計畫辦公室官

網查詢（http://smartmachinerypo.

nchu.edu.tw）。
與會廠商及學研機構專注聆聽說明。

工作人員答覆

參與廠商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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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商組  洪新墉、圖／投資組  沈慈雅

保護營業秘密  杜絕機密外洩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Seminar

トレードシークレットセミナー　企業秘密を漏えいさせないために

本
局為提升本國企業對營業秘

密保護法等相關課題之專業

知能，協助法務部推動「司法與

人民站在一起」政策，於1月22日

舉辦「營業秘密保護與犯罪偵查

座談會」，與會廠商逾200家，總

參加人數達300人。

產官交流  期共建完善防護網

座談會由各相關機關共襄盛舉，

本局由副局長施文芳代表出席、

法務部部長蔡清祥、臺灣科學工

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沈國榮、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王添盛、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

察分署檢察長謝榮盛、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局長洪淑敏、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局長高禩翔、法務

部調查局副局長林鈴蘭及內政部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總隊長

劉章遠等人，與在場廠商進行交

流，冀能協助企業建構完善營業

秘密防護網，鞏固核心競爭力，並

避免侵害他人營業秘密。

近年來我國企業營業秘密遭不法侵

害之案件時有所聞，保護營業秘密

已成為企業的重要課題。惟營業秘

密之認定及保護具有高度專業性，

為協助廠商建立營業秘密保護機

制，臺中地檢署藉此次座談會，由

主任檢察官林忠義就「營業秘密保

護與犯罪偵查」為專題報告，與在

場企業互動研討，帶領與會人員瞭

解營業秘密之涵義及保護方式。

健全制度  有效保護營業秘密

臺中地檢署檢察長張宏謀指出，國

內廠商營業秘密遭不法侵害案件頻

傳，近5年來轄內即有81件相關案

件涉訟，希望藉由座談會交流、分

享規劃健全制度之經驗，確實保護

營業秘密。智財局洪局長提醒，企

業可參考智財局網站上的SOP進行

各階段的保護程序。最後園區公會

沈理事長表示，科學園區近年發生

多起營業秘密犯罪事件，本次研討

會使廠商直接與法務體系面對面討

論，相信日後營業秘密保護將更加

全面，也讓政府與企業共同攜手讓

營業秘密更趨完善。

法務部部長蔡清祥致詞。

研討會座無虛席，企業代表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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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環境生物

可分解材料協會

（EBPA）」聯合

舉辦之「生物可

分解海洋友善材

料國際標準之國

際論壇」，中興

園區的正瀚生技

公司成功取得國

際咖啡組織授權舉

辦SCA咖啡大師課程及證照認證。

新的一年，除期許園區內廠商業績

長紅外，本局亦將竭力為園區廠商

解決投資擴建問題，賡續充實園區

基礎設施，與地方共生共榮，朝永

續綠色園區的目標邁進。

新春團拜  金豬報到

2月11日本局舉辦新春團拜暨開春

茶敘，由陳局長率先發表新春談

話，分享參加科技部主管創新營心

文／營建組  廖春國、人事室  王淑玲、圖／投資組  沈慈雅

新春祈福團拜  好運一整年
Ushering in New Spring 2019 with Spreading Fortune Banquet

管理局での初詣  一年の幸運と繁栄への祈りを込めて

新春開工  展現新氣象

本局主管配合新春開工，全面巡視

所屬台中、后里、七星、虎尾、二

林及中興園區，並舉辦新春開工祈

福典禮，由局長陳銘煌率一級主

管、園區廠商負責人及公會代表等

共同祈福，祈求2019己亥金豬年

園區營運順暢，營業額再創歷史新

高。

今年的新春開工祈福典禮，中科

園區廠商踴躍參與，包含台達

電、友達公司、日商捷時雅邁科

（JSR）、日商小原光學、銘安科

技及正瀚生技等共計30餘家廠商負

責人或代表出席，位於中興園區的

正瀚生技更接地氣的給土地公廟

謝戲酬神一棚布袋戲。

中科園區廠商積極拓展產能拚經

濟，如台達電於台中園區動工

擴建AI智慧機器人研發大樓，七

星園區友達過年期間產線不休

息，虎尾園區的銘安科技則計畫

於本年底於園區新建廠房召開

「泛太平洋地區生物可分解塑

料協會聯盟（PPBA）」及「中

得，因為有感於限時說故事活動精

彩絕倫、生動有趣，特請企劃組著

手規劃相關課程，希冀發掘並精進

同仁說故事能力。接著局長感謝過

去一年同仁的努力，除了讓人備感

艱辛的二階環評及台中擴建皆獲得

相當進展，中興園區順利轉型，園

區營業額更超出預期地大幅成長，

繳出亮麗成績單，期許未來持續成

長，再創佳績。

緊接著副局長施文芳、許茂新、主

任秘書林梅綉、各組室主管們也依

序向同仁來賓恭賀金豬年，祝賀園

區蒸蒸日上。最後陳局長特別叮嚀

同仁注重身心健康，並祝福大家事

事順利、天天快樂。

活動就在美食佳餚與喜樂氣氛下圓

滿結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事

接二連三，豬事如意好運到！

祈福禮儀傳承

林坤山原本服務於台糖公司，後來到中科服務，退休後繼續以志

工身分協助每年園區的春節開工、中元祭祀儀式。他對祭祀禮

俗、民俗信仰等事務

都非常了解，近年

來更將寶貴的經驗

傳承給本局建築工

程科科長廖春國，

讓每次中科的活動

都圓滿完成。

中科祈福禮儀元老林坤山（右）與科長廖春國（左）合影。

新春開工第一天，長官與同仁互道恭喜。



什麼是防洪頻率？

防洪頻率是描述各種水文現象

的量化標準，100年防洪頻率，

意即平均100年才會出現一次之

降雨強度，及因為此降雨量所

造成之地表逕流量、洪水位或

排洪量等等。一般區域排水系

統設計為10年，各都市排水溝

大多是5至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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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章靖

有效防洪  二林園區免於水患
1st  Phase Flood Prevention Facilities Project at Erlin Park Completed 

二林パーク  第１段階のビオトープ池工事着手

二
林園區「第一階段防洪設施

工程」係配合二林園區開發

現況及提升整體防洪設施系統，以

因應地球暖化及氣候異常頻率增加

二林園區滯洪池景觀。

二林園區滯洪池。

之防災需求規劃。為了加強園區面

臨颱風及汛期之滯洪效能，於園區

新增設一座100年防洪頻率之滯洪

池，並於該滯洪池設置側溢堰體以

加強其滯洪功效。除提供防洪，池

體周邊亦輔以景觀配置，設有休憩

步道提供當地民眾及未來園區員工

遊憩使用。

先前受文化遺址影響的萬興排水路

未完成部分之通水段及30公尺道路

亦於本工程施築完成，使得園區東

半部有完整的廠房建廠坵塊及土地

得以有效利用；此外，除東二區30

公尺道路可以接續通行，東二區原

既有之滯洪池亦得發揮更大的蓄洪

容量，可大幅改善園區周邊淹水情

形。

另為加強園區安全，本工程於全

園區12處主要出入口設置共54台

CCTV監控攝影機，將即時監控畫

面傳回本局二林園區辦公室，能有

效率的監控路口行人車輛進出及進

一步滿足治安維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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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各組室

回首過去  展望未來  中科十年  精彩連連 
Overview of CTSP's 10 Year Challenge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にはどのような変化が？10年前と2018年で比較

中
科自2003年開發設立迄2018年已屆滿15年，開創許多歷史紀錄，也留下許多輝煌成績。前陣子社

群媒體掀起「十年挑戰」熱潮，許多人紛紛貼出2008VS.2018後的對比照，本期簡訊也借此風潮，

從各個面向展現中科十年來的進步與轉變。

文、圖／工商組  陳慧玲

文、圖／工商組  吳傳棻、李依佩

2008年中科園區廠商營業額2,861.67

億元，以光電產業營業額約為

2,234.38億元，佔最高比重78.08％；

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550.81億元，

佔19.25％次之；2018年廠商營業額

7,248.82億元，以積體電路產業營業

額5,147.38億元，佔最高比重71.01

％；光電產業營業額1,709.86億元，

佔23.59％次之。

2008年中科園區廠商進出口貿易總額合計為新臺幣4,173.50億元，其中出口貿易金額約1,607.87億元，進口貿

易金額約2,565.63億元。進口值大於出口值，全年入超達957.76億元。

2 0 1 8年中科園區

廠商進出口貿易總

額合計為5,375.77

億元，其中出口貿

易金額約3,478.91

億元，進口貿易

金額約1,896.86億

元。出口值大於進

口值，全年出超達

1,582.05億元。

營業額

進出口貿易額

P8 

 

2008年中科園區廠商營業額2,861.67億元，以光電產業營業額約為2,234.38億元，

佔最高比重 78.08％；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 550.81 億元，佔 19.25 2018 年

廠商營業額 7,248.82億元，以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 5,147.38億元，佔最高比重 71.01

％；光電產業營業額 1,709.86 億元，佔 23.59％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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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雲志

從2008年至2018年，核准進駐家數增加94家，

核准投資金額增加3,726.24億元。其中精密機

械是中科園區的重點產業，為目前廠商家數最

多的產業，廠商類型涵蓋生產光電與積體電路

機械設備與工作母機等大

廠，形成全球頂尖的精密

機械聚落。生技產業亦是

發展重點，將有效凝聚中

部地區生技廠商，帶動生

技產業聚落。精密產業及

生技產業家數亦是增加比

例最多的產業。

廠商核准進駐家數

文、圖／環安組  鄭燕嶢

中科園區就業人數持

續增加，2018年12月

就業人數已達47,907

人。隨著二林及七星

園區環評通過，進駐

廠商持續增加，可預

期的是未來就業人口

數亦將繼續增加，促

進地方繁榮。

園區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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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產業有許多國內外龍頭光電大廠與上游材料廠

商進駐，形成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鏈。積體電

路產業雖然僅有9家，但計畫投資金額達11,164億

元，也讓中科將成為世界積體電路領航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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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企劃組  林詩淵

為解決科學園區事業單位、投資廠商、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

構員工及歸國學人子女就學之服務性目的，科技會議建議設立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2010年8月依相關法令無償撥用國防部

和平營區作為校地，並於同年8月6日教育

部核定設校，學校位址臺中市大雅區平

和路227號。

2010年8月1日正式設校，在中興大學雲

平樓舉行設校揭牌典禮，並招收第一屆

高中生。2011年高中部校舍新建工程動

土典禮，2012年校舍興建完工，目前校

地面積共47,678平方公尺；校舍環境設

計新穎，建築物符合「生態、節能、減

廢、健康」等指標，獲頒「鑽石級綠建

築標章」。至今設置高中部12班、國中

部12班，學生共計727人，預計108年成

立招收雙語部7至12年級學生。

2008 年

2018 年

文、圖／營建組  熊婉贏

園區景觀變化

中科園區開發初期黃土裸露，至今由大面

積綠地、公園及邊境綠帶串聯起來，形成

一座座的滯洪公園，綠蔭遍布。園區內

的滯洪池公園各有特色，隨季節更

替景色殊異。另建設初期園區

主次要道路，如中科路、科雅

路、東大路、科雅西路旁的小

樹，如今已成濃密大樹，若

走在中科路人行道上，兩側

的樟樹猶如綠色廊道，舒適

宜人。園區經過多年細心

養護之後，有越來越多適

合休憩的綠蔭空間及景

觀，期待著您的發掘，

慢慢欣賞園區各處不同

的景色。

2008 年

2018 年

中科實中

2008年的
綠帶尚未

成型。

2018年綠蔭濃密。

2018年中科實中近況，校舍曾榮獲「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2008年中科實中現址為國防部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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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廠放流水質為園區環保設施處理效能之指標，

為強化汙水廠對水質檢測之自主管理能力。2008年

台中園區的日平均放流水量為36,077噸，到了2018

年 ， 日 平 均 放

流 水 量 已 達 到

88,907噸，增加了

52,829噸，效能增

加了146%。

文、圖／秘書室  陳冠蓉

檔案收納

為提升本局檔案典藏環境，以延長檔案保存壽命，

本局打造完善的庫房環境，包括恆溫恆濕監控系

統、防水地面Epoxy鋪設、FM200滅火系統、燈管加

裝防紫外線濾膜、隔熱防燄窗簾、檔案庫房標示美

化等。

除了典藏環境外，更重視檔案上架

保存，歷時8個月的時間，全局同

仁總動員，以輪班方式完成全數典

藏紙質檔案34萬餘件、補正騎縫

章、永久與定期檔重新整架分區存

放、附件檔案計15萬件全面更換無

酸卷盒並重新上架、公管組移入檔

4萬餘件亦全數更換無酸卷盒及整

卷、多媒體檔案計1,574片全面清查

整理並全數異地備份，讓典藏檔案

更有品質，增進檔案開放與運用，

發揮檔案功能。

2008 年

2018 年

文、圖／環安組  王國忠

汙水處理廠 2008 年

Hot N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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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汙水處理廠興建初期。

2018年汙水處理廠近況。

2008年檔案資料以紙
袋保存。

2018年檔案資料以無酸卷盒保存。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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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科

研能力、工業基礎和製造技

術均居領先地位，而擁有1,200年

歷史的日本古都─京都，曾是日本

首都，蘊含極高的古文化價值，更

是日本平均學術發表比例最高的城

市，轄內有40多所大學和50個研究

機構，坐擁得天獨厚的發展環境，

具有高度創新研發的潛能。

位在此處的日本京都研究園區

（Kyoto Research Park，簡稱KRP），

鄰近的商業區「祇園」極為知名，

為日本第一座民營科學園區，且與

中科中興園區同為研發不量產的

研究試驗場域，提供產業多元服

務，包含新創企業進駐場域、創新

研究及產業管理與工程技術支援

相關活動，更秉持著「誠心款待

（Omotenashi）」的精神，致力於推

動產官學研之資源整合與合作，為

文化古城京都賦予嶄新科技面貌。

在這裡有個有趣的傳說，據說只要

在象徵京都Omotenashi的祇園進行商

業談判，就絕不會失敗。

互動熱絡 雙方受惠

中科與KRP不但產業結構類似，也同

為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PA）與世

界科學園區協會（IASP）會員；自

2016年12月本局局長陳銘煌率隊拜

訪後，隔年2月KRP團隊即來台簽署

合作備忘錄，締結為姐妹園區，今

年1月24日雙方更進一步簽署軟著陸

合作協定，共同推動AI與機器人相

關領域的合作，期能為雙方帶來正

向能量、提升雙邊園區的AI發展動

能，更透過實質鏈結將雙方互作為

探索海外市場與潛在合作夥伴之場

域，以實質合作，期能橋接廠商接

軌國際，促進雙邊園區的發展！

日本京都研究園區
Kyoto Research Park

CTSPの姉妹パーク  京都リサーチパーク

文、圖／投資組  陳奕儒

為「大阪瓦斯集團」

於1989年設立，占地

約5.9公頃，園區分為

東西兩側，東側面積

1 .7公頃，西側面積

4.3公頃，目前區內有

480多家進駐廠商及

研究機構，涵蓋資通

訊科技、醫療生技、

電子機械等多樣性產

業，並有超過5,000名

從業人員，在現任社

長小川信也（Nobuya 

Ogawa）的帶領下，

創造出營業額約新台

幣2,800萬元。

╱ 日本京都研究園區小檔案 ╱

1. 京都研究園區建築外觀。
2.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致贈京都研究園區代表取締役社長
小川信也（左）結晶釉葫蘆，象徵凝聚雙邊科技能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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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雲志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0次會議於1月30日召

開，會中通過中科一家投資案，為生物技術產

業之台灣諾恩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總額計新

台幣6,000萬元，將於台中園區設廠。

台灣諾恩美生技生產之大分子肝素，目前尚無法有

效以人工合成，將以美、澳、紐及本土安全之動物

性原料，運用自主研發技術進行有系統分離及萃取

後完全利用，並選用效率高的酵素酶同時取得五種

增值產品，將價值最大化，製程廢棄物最小化，屬

創新發展之公司。本投資案有利於台灣降低對抗凝

血肝素原料及多項國外技術的依賴，並創建國內自

主可靠的肝素原料來源，具有多重之效應。 

「預見新創」計畫  培訓國際新創之星
 2019 Vision Program for Assisting Taiwan Startups to Enter Foreign Markets

	 国際アクセラレータープログラム始動  スタートアップの育成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由
科技部指導、國家實驗研究

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執行之「亞洲矽谷創新創業鏈結計

畫－預見新創」，1月31日於中科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辦理計畫評選

說明會，為中科及中部新創團隊注

入國際資源，提供新創團隊相關協

助，本次活動計有數隊新創團隊參

加。

評選入選之新創團隊由美國及新加

坡的加速器分別以視訊面試，新

創團隊需於現場展示培訓成果，向

天使創投進行募資簡報，並與其他

國外團隊及企業交流，而入選之台

灣團隊接受國際業師進行實務指導

及培訓，並在美國矽谷與新加坡受

訓，針對美國法規、財務規劃、行

銷策略等多元主題，進行為期一個

月的加速培訓，以學習國際創業經

驗。

108年本局將規劃引進加速器進駐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打造創

新創業生態系，未來將持續協助新

創團隊鏈結國際，與全球的新創團

隊及創投交流，使中科成為中部培

育創新創業的搖籃。

園區生力軍—諾恩美
New Force at CTSP：Hepartech Corp

新たに一社増―台湾諾恩美

台灣諾恩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研發製造肝素、類肝素、膠原蛋白包裝材

料、膠原蛋白腸衣及水解蛋白。肝素藥物為目前

在臨床上最重要的天然抗血栓及抗凝血藥，主要

用於臨床開刀手術及洗腎等，此藥物全球需求市

場龐大，本案產品則可提供作為肝素藥物的原

料；另類肝素可應用於靜脈血瘀、水腫、凍瘡及

潰瘍等。

水解蛋白。

國研院石孟玄解說「預見新創」評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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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預防本局轄內相關營造及歲修

工程等作業發生職災，並宣

導施工架規格標準、安全工法及局

限空間作業等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本局2月14日特藉「108年春安期間

加強勞動檢查實施計畫」辦理宣導

會，提醒雇主重視勞工工安、落實

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並加強宣

導相關高危險作業等防災作為。

園區營造工程施工廠商及科技廠之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齊聚本局，除了

宣導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及注

意事項外，並藉由簡報、現場展示

及演練觀摩，強化相關人員對該項

作業之危害鑑別能

力。課程邀請弘光

科大環安系助理教

授蘇光偉解說局限

空間作業安全衛生

注意事項，台灣施

工架安全協會常務

監事姜東汰、理事

長李祥正接續解說

施工架安全注意事

項及安全工法，並

示範施工架組拆安全工法及設備測

試展示演練，與會人員均把握機會

踴躍提問及討論交流。期透過本活

動營造「全員工安」氛圍，防範職

業災害之發生，確保每位勞工朋友

的工作安全。

施工危害預防  確保零災害
Symposium on Preventing Scaffolding & Confined Space Work Hazard

工事中の事故防止のため安全講習会を開催
文、圖／環安組  王啟嵩

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

瞭解勞退制度及法令  退休保障更加值
Lecture on Labor Retirement Pension System & Regulations

退職準備説明会

現場與會人員聆聽講師示範施工架組拆安全工法及設備測試展示

演練。

本局同仁講授勞退舊制法令及實務課程。

為
增進勞雇雙方對勞工退休制

度及法令之瞭解，確保勞工

權益，本局與勞動部於2月20日共

同辦理「勞工退休制度及法令說明

會」，計有園區廠商及單位約80人

參加，成效良好。

本次說明會安排「勞退舊制法令及

實務介紹」、「勞退新制法令及實

務介紹」兩項授課主題，講習內容

含勞退舊制與新制法令介紹、自願

提繳退休金優點、按月提撥規定及

提撥率之計算等。同時，課程中還

有介紹勞動部勞工退休金提撥試算

系統，促進參加者對於該項系統實

務操作之認識。

本局每年度依園區廠商需求舉辦各

項型講座或研習活動，相關訊息

將不定期公告於本局網站（https://

www.ctsp.gov.tw），歡迎園區伙伴

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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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人事室  王淑玲

人權保障知多少－不可不知的人權兩公約
Gaining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人権保障の理解のために国際人権条約を知る

兩
公約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的簡稱，與《世界

人權宣言》被定義為「國際人權憲

章」，係國際上最重要之人權基

準。

Q  為什麼會出現兩公約？

A  二次世界大戰對人民的傷害震

撼國際，使國際社會致力於人權的

普遍落實。1948年12月10日，聯合

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人

權具體內容，表明保護人類基本權

利之目標與決意，惟性質上屬於宣

示性規定，對人權保障並無實質拘

束效果。

為使人權保障在國際更具法律效

力，聯合國在1966年12月16日通過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兩項

公約，並於1976年生效。兩公約締

約國已超過全球國家數及聯合國會

員國數之80%以上，成為普世遵循

之人權規範。

Q  兩公約的內容是什麼？

A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主

要是《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規定的

公民與政治權及民族自決權，強調

自由的概念，個人有權對抗國家的

不當干預；《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其主要內容除詳細規定世

界人權宣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外，並進一步確保民族自決權，強

調平等的概念，個人有權向國家爭

取對於經濟社會文化等積極性權利

之福利。

Q  在台灣的施行情形？

A  國際公約之生效，通常須經歷

簽署、批准及送到聯合國秘書處存

放等程序。我國在1967年10月5日

由常駐聯合國代表劉鍇在兩公約上

簽字，但因聯合國在1971年10月25

日通過2758號決議，使我國失去聯

合國代表權，致未能批准兩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立法院於2009年

3 月31日三讀通過兩公約，更制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將兩公約內容予以國內法化。

串起保障人權的森林網路

人權是每個人都當享有的基本權利

和自由，認識、尊重並保障人權，

實踐普世價值，從你我做起。請在

您心田種下人權種子吧！

相關資料及圖片來源：

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

法務部人權

大步走網站

人權標誌圖案

國際人權標誌圖案是一隻手和一隻鳥相聯

的剪影。設計者是來自塞爾維亞的普雷德

拉格‧什塔基奇（Predrag Staki ）。



文、圖／企劃組  張蕙璿、投資組  沈慈雅

說出好故事  傳達影響力
CTSP Staffs Join Innovation Camp to Learn Creative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for Self-Expression 

ストーリーテリングに挑戦

引進好活動  全體同仁受益

年前，本局的大家長陳銘煌參加科

技部所舉辦的創新營，在兩天一夜

的活動過程中，對於營隊舉辦的夜

間活動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希望

在局裡複製這個好活動，使局內的

同仁在體驗之餘，能產生新思維，

進而對工作與生活產生助益。

許多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公務員，都

擅長用文字表達想法，可是對於

「口說」卻往往心生畏懼，導致部

分良善、絕佳的構想，因不善表達

而錯失推動或表現的機會，非常可

惜。而該活動之所以特別，就在於

要求參與者以「說故事」的方式表

達想說的話，讓聽的人印象深刻、

體會良多。

中科創新體驗營  成功！

「文字」與「口述」是不同的呈現

方式，如何透過「有溫度的故事」

去展現工作過程中的努力，其實

要經過不斷練習。為了回應「基

哥2.0」，本局在2月19日元宵節當

日，舉辦了一次「創新體驗營」，

由本局科長級以上的人員參加，讓

參與者分享自己或他人的小故事。

我們也於活動前先指定讀本，讓參

與者藉由閱讀，從書中吸取創新的

要點，以拓展不同的眼界，並運用

於工作中。先覺出版社有本書《跟

TED學說故事，感動全世界》，即

是教你用故事傳達最有力量的自

己！

而當天活動一開始，即由副局長施

文芳分享參加科技部創新營的體驗

心得，隨後進行分組討論，讓每個

人都有機會說一個簡短的故事，給

予參與者不同的思考與體驗。不瞞

各位，我們收到許多回饋，而且都

挺正面的！

1. 2. 參與者分享自己的小故事。    3.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前排中）率科技部同仁參加科技部創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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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台灣美光  許晉嘉、洪翔寧

台灣美光有一套  廢棄物管理可圈可點
Micron Memory Taiwan Endeavors to Promote Waste Source Reduction 
& Recycling Project  

マイクロン・メモリ・台湾  積極的な環境への取組、着実に進展

台
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灣美光）秉持

著友善環境、資源永續利用的理

念，近年來積極推動廢棄物源頭減

量及回收再利用作業，透過現場製

程參數調整、源頭減量及與再利用

廠商合作，有效削減廢IPA、廢硫酸

及廢氫氟酸達20~40%，整體廢棄

物再利用率由62%提升至78%，未

來更規劃建置IPA廢液處理系統，期

能降低工業廢液對環境之衝擊。

積極推動生活減塑

台灣美光除了推動廢棄物資源回收

分類及減量作業，也積極推動生活

減塑活動，要求廠內駐廠廠商禁止

提供和販售塑膠袋，並於辦公室設

置環保袋回收櫃，每月約可減少

14,480個塑膠袋的產生。為了減少廢

棄物對環境負荷與衝擊，廠內實施

現況也已達到「零廢棄物掩埋」。

讓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此外，台灣美光也將環保教育課程

列為每年的美光科學營的重點之

一，使環境教育向下扎根。而美光

在高等教育環保推廣上也極用心，

美光為創新記憶體和儲存解決方案的領導者，其品牌 

Micron®、Crucial® 和 Ballistix® 擁有廣泛的高性能記憶體和儲存

技術產品組合，包括 DRAM、NAND、NOR Flash 和 3D XPoint™ 

記憶體，可支援在雲端運算、數據中心、網路、行動裝置和車

用等關鍵市場領域具顛覆性的最新趨勢，包括人工智慧、機器

學習和自動駕駛。

對環保的盡心，讓台灣美光獲得多項肯定，107年陸續獲得臺中

市環保局「臺中市資源回收分級管理計畫『讚A+級』」、科技

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績優企業」及

「中科廢棄物優良環境保護專責人員」等獎項，在環境保護上

的亮眼表現有目共睹。

╱ 美光小檔案 ╱

於107年11月安排至弘光科技大學

分享環保實務經驗，結合學術與產

業的經驗，為將要投入職場的新鮮

人暖身，在環保作為之推動上不遺

餘力，扮演優良企業公民的角色，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1. 台灣美光獲頒資源回收分級管理計畫獎項，部經理劉吉倫（右一）、臺中市環保局副局長吳東耀（右二）及美光同仁合影。
2. 台灣美光科學營環保教育訓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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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美國舊金山ISS外師招募會面試外師。

2. 與外籍教師完成簽約。

1

2

文、圖／中科實中  邱奕君

實中雙語部  遠赴重洋徵聘外師
NEHS@CTSP Bilingual Department Visits U.S. & Thailand to Employ 
Professional Foreign Teachers  

国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のバイリンガルプログラム開設に備えて  海外現
地面接会を実施

中
科實中雙語部（IBSC）2018

年獲得教育部與科技部核定

計畫後，正式掛牌開始行政運作，

依既定期程展開各項開部招生前準

備，其中最關鍵的項目之一就是

外師徵聘。非常幸運的，中科實

中獲得竹科與南科實中的全力協

助與支持，雙語部在短時間內就

完成「國際學校服務組織」（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Service）學校法

人註冊，以全新隸屬於台灣的國際

學校名義參加該組織舉辦的全球

教師徵聘就業博覽會（ISS-Schrole 

Advantage）。

飄洋過海  尋找好師資

師資是教學品質最重要的一環，也

攸關學校辦學品質與聲譽，因此尋

覓良師為學校經營責無旁貸之事。

尤其雙語部因其課程與地位特殊，

師資由外師與本國師共同組成，不

止要完成既定教學任務，還要輔導

同學順利申請海外大學，任務繁

鉅，非專業優質無以勝任。

2018年底到2019年初，ISS共舉行

三場教師徵聘博覽會，分別在美

國亞特蘭大（Atlanta）、泰國曼谷

（Bangkok）以及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實中雙語部由校長林

坤燦領軍，協同雙語部主任邱奕

君，參加一月份的曼谷場以及二月

份的舊金山場；由於肩負著首屆教

師團隊的組成壓力，整個行程特別

戰戰兢兢，但當抵達會場時，看到

正式擺放出來的IBSC校牌及國旗，

內心的驕傲與感動還是澎湃不已，

壓過了旅途中的勞頓。

雙語部全英語授課  中科實中將有
新面貌

兩場教師徵聘會面談了眾多來自世

界各地的國際教師，並依大會要求

作學校公開簡報，讓實中雙語部這

個年輕的國際學校在國際中登場，

同時進行國民與教育外交。這個過

程讓我們親身瞭解國際看待台灣的

眼光，原來我們有那麼多值得驕傲

之處。而在與第一個面試成功的教

師簽約的瞬間，那種相隔萬里卻仍

相識的奇妙緣分，更令人有筆墨難

以形容的感受，也讓筆者為實中與

中科的未來感到振奮。

兩場徵聘會已徵聘近10位學有專精

的合格外籍教師，未來都會在雙語

部以全英語授課，也會將雙語資源

分享給其他部別，讓實中校園呈現

嶄新的面貌，敬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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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教務處

　　　招生囉！歡迎加入實中大家庭
2019 NEHS@CTSP New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rollment Starts 
Soon! 

国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  新年度（2019年度）生徒募集開始

108學年度國中部招生

中科實中國中部今年邁入第4屆招生，每屆招收4個班

級共120人。雖然實中是小校、小班，但資源豐富，學

校課程多元，老師用心，重視學生均衡發展。學校圖

書館、專科教室、活動中心、游泳池等設施完善，六

星級綠建築兼具生態之平衡，讓孩子能在優質的校園

環境中成長。

108學年度國中部招生資訊如下：

一、網路報名時間：3月 2日∼ 8日

  　  網址http://140.128.243.23/index.php

二、文件繳交時間（不受理現場報名）：

  　  園區生：3月12日∼13日上午09：00∼11：00 

  　  社區生：3月14日∼15日上午09：00∼11：00

三、抽籤時間：

  　  園區生抽籤：3月23日上午09：00報到 

  　  社區生抽籤：3月23日下午13：00報到

四、報到時間：

  　  正取生報到：3月27日∼28日上午09：00∼11：00 

  　  備取生報到：3月29日上午09：30起依序唱名遞補

小叮嚀

具有園區生身分之學生請把握機會，並特別注

意申請表件之完整性，以免權益受損。

108學年度高中免試入學單獨招生

中科實中高中部今年邁入第10屆招生，每屆招

收4個班級共120人。錄取方式比照中投區免試

入學比序項目積分評比，分列正備取學生。詳

細情形可參閱108學年度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入

學簡章，更多資訊可於實中官方網站取得。

108學年度高中免試入學單獨招生資訊如下：

一、網路報名時間：5月 29日∼ 6月 4日
二、文件繳交時間（不受理現場報名）：

6月 5日∼ 6日
三、正備取錄取名單：6月 13日 11:00公告

於本校校網

1.  國中部英語歌唱比賽。 2. 中科實中有良好的師資，並重視學生的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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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人物

呂雅玲 專訪

細心親切人緣好

訪虎尾園區職員—呂雅玲
CTSP Exclusive Interview: Ms. Ya-Lin Lyu, CTSP Resident 

Personnel at Huwei Park

CTSP社員インタビュー  呂雅玲さん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營建組 呂雅玲

來
到中科虎尾園區，若在園區

內看到一位騎著白色腳踏車

巡場的小姐，那肯定就是中科管理

局在虎尾園區駐點的工作人員──

呂雅玲。

呂雅玲過去從事服飾零售業，工作

時間較不固定，結婚生子後，想多

點時間陪伴家人，因而萌生換工作

的想法，恰好那時剛成立的中科虎

尾園區籌備處在招募新人，便前往

面試，隨後進入中科這個大家庭。

她回憶說，剛到職時因為對業務不

熟悉，操作電腦及處理資訊的能力

也不足，工作非常吃力，但在長官

的鼓勵及同仁的包容協助下，學到

很多工作技巧。為了提升工作能

力，她也利用假日到二技進修，當

時要兼顧工作、家庭、學業三方

面，忙得焦頭爛額，但現在回想起

來，卻覺得非常值得。

對園區豐富的生態印象深刻

園區的生態非常豐富，因為當地原

本是甘蔗田，有很多小動物在此生

活，也吸引了蛇類及鳥類在此棲

息。呂雅玲說，過去曾有人一打開

辦公室的門，就與蛇四目相對，或

是上班時低頭一看，發現身邊突然

多了一條蛇作伴。現在這種驚恐的

畫面已經很少出現了，倒是辦公室

有時會受「鳥襲」──沒有看到玻

璃的鳥兒一頭撞上窗戶。第一次發

生時，她被「碰」的一大聲嚇到，

以為有東西倒塌，查看後才發現真

相。每當遇到這個情況，好心的她

也會去把撞暈的鳥兒移到樹旁，待

牠們清醒後飛離。

每天巡場  掌握虎尾園區狀況

為了掌握園區狀況，呂雅玲每天都

會騎著她的愛車－小白駒巡視園

區，若有颱風來襲，她會繃緊神

經，不敢懈怠，往往能在第一時間

回報園區情況，以利管理局做出應

變措施。所幸園區內的各種公共建

設都有很高的品質，又有兩個滯洪

池發揮調節暴雨的功能，每每將颱

風天的災損降到最低。

掛著甜美笑容的呂雅玲，從虎尾園

區籌備處成立開始就在此工作，每

當辦活動或是有人來洽公，呂雅玲

都真誠的噓寒問暖，與大家搏感

情，而且總是盡其所能地為大家服

務，讓她贏得人人稱道的好人緣，

也成為管理局與廠商、居民間最好

的溝通橋梁。

呂雅玲小檔案

2006年6月任職於虎尾園區

迄今。

呂雅玲每天都會騎著小白駒巡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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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熊婉贏

近
幾年來落羽杉（別名：落羽

松）成為景觀設計熱門的樹木

新寵，許多休閒農場、公園等觀光景

點，都能看到它的美麗蹤影。它於冬

季將落的葉片會轉成紅褐色，紅褐色

的小枝與葉同時脫落，就像紛飛飄散

的羽毛，因此得「落羽」之名。

位於本局后里園區的滯洪池內種植

許多落羽杉，它會從根部生出屈曲

膝根，樹幹周圍亦有膝蓋狀的呼吸

根，以吸收空氣中的氧氣，適合

生長在溼地或水中。

每當秋末轉冬、氣溫漸降時，滯

洪池內高大挺拔的落羽杉葉子就

會開始變換色彩，進入繽紛燦爛

的紅黃爭豔期。今年因為天氣冷

得晚，落羽杉轉黃時間也變晚，

當綠葉轉黃時，金黃色伴隨著交雜

其間的紅橙葉，有如楓紅般令人讚

嘆，不同顏色交錯的漸層美，紛飛

的羽毛葉，伴隨著冬天溫暖的光

線，帶來不同的視覺感受，若搭配

澄藍的天空，會讓人頓時有置身北

國的錯覺。

1.  入冬後，落羽杉由綠轉黃，
十足北國風情。

2.  后里園區滯洪池種植的落羽
杉是冬季美景之一。

1

2

落羽杉的枝葉脫落時有如紛飛的羽毛，因而得名。

園區之美

后里園區

超殺底片  顏色美翻的落羽杉
Discover CTSP: Beautiful Winter Scenery of Taxodiums in 
Detention Pond of Houli Park

思わずSNSに投稿したくなる絶景  紅葉の落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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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師

健康專欄—胃食道逆流不再來
Healthcare Colum: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Causes, Prevention 
& Treatment

食事と生活習慣に気をつけて逆流性食道炎を予防

1

結
束了過年期間的大吃大喝開

始上班後，許多腸胃疾病如

胃食道逆流、消化道潰瘍等病人來

就診，抱怨因腹痛、腹脹、胃酸上

逆、火燒心、打嗝等症狀加重而困

擾。中醫如何治療腸胃疾病呢？

腸胃疾病常見病因

諸如工作緊張、壓力大，三餐不定

時，吃飯過快、過飽，吃飽就坐

著，飯後配一杯冰飲，愛吃宵夜、

甜食、燒烤油炸、辛辣物、碳酸飲

料，嗜好抽菸、飲酒等，都會引起

腸胃不適。此外，還有部分為慢性

病患者，因長期服用藥物而產生的

副作用。

以胃食道逆流為例，它是胃內容物

的逆流導致的食道黏膜傷害或是產

生相關症狀，常見胃酸逆流、燒

心（胃灼熱感）、腹脹、打嗝等症

狀。若有癌症基因變異體質，遇

上嚴重胃食道逆流卻不治療，又不

斷被不良習慣刺激，可能誘發巴瑞

特氏食道變性，後續病變成食道腺

癌。用中藥治療胃食道逆流的病理

狀態，需戒除不良腸胃病因素，遵

守注意事項，才能真正根除疾病。

中醫治療胃食道逆流的方式

胃排空的遲滯，食物、胃酸就有可

能往上逆流，再因胃酸及逆流物的

腐蝕性造成食道黏膜傷害。中醫治

療時，不但處理腸胃消化功能，使

消化排空正常減緩腹脹，當有黏膜

受損時能使用中藥白及修復並保護

黏膜、烏貝散治療胃酸過多造成的

火燒心等，對胃食道逆流標本同

治。

胃食道逆流注意事項

避免穿著過於緊身的服

裝；提高床頭高度，減

少逆地心引力；食後不平臥、睡

前2-3小時避免飲食。應避免降低

下食道括約肌壓力或刺激性的高油

脂食物、酒精、咖啡、含咖啡因的

飲料（濃茶、可樂等）、巧克力、

碳酸飲料、辛辣食物等。鍛鍊腹式

呼吸，增加食道下括約肌抗逆流屏

障。不食難消化的食物、減少飯後

大量飲水、吃飯細嚼慢嚥、避免吃

太飽、不要邊吃飯邊聊天、吃飯時

保持輕鬆愉快心情。並於飯後散

步，不直接趴睡。

飲食與藥物吸收都需經過腸胃道，

當腸胃不好，人體的元氣就會減

弱。除了用藥性溫和的中藥調理腸

胃功能，保護消化道黏膜外，平時

也可多按摩足三里穴道，幫助腸胃

消化吸收，預防疾病。

1.  白及保護胃食道黏膜，半夏降逆化痰，木香、神曲行氣助消化，白朮
補脾胃，常用來共同治療腸胃疾病。

2.  足三里位於膝蓋下4指高度，能用來調理脾胃功能，預防疾病。
2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3╱

Life New
s

訊
息
快
遞

文／政風室  韋漢樑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小常識
Ethics Guidelines for Civil Servants

国家公務員倫理規程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小腳怪

◎ 放映時間  108/3/13（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動畫
◎ 片長  1小時37分

故
事描述一群雪人，居住在海拔極高的山巔之上，過著與世隔絕的生

活，除了這座山巔之外，他們從來也不知道雲層下面的世界長得什

麼樣子。儘管在雪人的世界裡一直有個恐怖的「小腳怪」傳說，但是從

來沒有雪人親眼見過這個傳說中的生物。

直到某一天，雪人米果在一個飛機失事的意外現場與「小腳怪」正面接

觸，他將這個離奇的遭遇告知族人，族內的長老石總管仍舊對他所說的

話抱持懷疑的態度。米果於是毅然決然地決定離開族人們，到雲層下面

的世界去尋找「小腳怪」真實存在的證據。

在歷盡千辛萬苦之後，米果終於來到山底下人類的世界，他與人類的接

觸將會製造出什麼樣出人意料又爆笑的結果？！

普

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以下簡稱倫理規範）係為使公務員執行職務，能廉潔自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之規

定，並避免公務員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有私下不當接觸，如：1.機關採購承辦人員與廠商業者。

2.關務、稅務人員與報關行。3.公立醫院主治醫師與藥商、醫療器材廠商。4.警察與黑道。5.各類監理稽核機

關如建管、消防等之公務員與監理對象（如建商）。而政府機關（構）間之互動，因其皆為公開活動，無利益

衝突之虞，故非本規範之對象。下面舉例說明：

【案例】

○○機關公務員Ａ，係負責地籍相關之業

務。某晚與朋友B至餐廳用餐，巧遇地政士

公會理事長C，雙方互打招呼後，逕自回座

用餐。當日A員與朋友消費金額約2千元，

孰料結帳時發現地政士公會理事長已代為結

帳並先行離去，致公務員不及拒絕收受。翌

日，A員立即向機關長官報告，並知會政風

單位，完成登錄程序，並將上述餐費全數金

額歸還該地政士公會理事長。

【說明】

A公務員因飲宴而受地政士公會理事長代為付

款，雖非事前接受邀請飲宴應酬，惟地政士公會

理事長為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七點規定不得參

加飲宴應酬之職務有利害關係人，亦確實有為 A

員代付飲宴餐費之事實，A員對於不及退還之帳

款，應於事件發生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及

知會政風機構，完成拒收餽贈登錄程序並將餐費

全數退回，維護公務員清廉自持形象。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馮輝昇（中）拜會本局局長陳銘煌

（右三）。

史瓦帝尼王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閣下 Hon. Thulisile Dladla
（左四）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局長陳銘煌接待（右四）。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政隆（右四）率團隊及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陳凱迪

（右三）共同參訪自造基地，本局局長陳銘煌（中）及主任秘書林梅綉（左四）接待。

美國在臺協會 AIT經濟組暨環保署永續發展室貴賓參訪
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左四）及副局長施文芳（左二）

接待。

美國新創公司輔導加速器 10X Innovation Lab參訪中科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左四）接待。

2/25

2/25

2/20

2/24

2/15
參
訪
交
流

CTSP Visitors

24╱Mar. 2019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工

1.CNC機台上下料、尺寸量測。
2.工件修毛邊等作業。
3.機械手臂組立。

技術員

CNC車床、銑床、磨床、齒輪、齒條等機台操作、加工。

意者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4:00親洽公司面試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三班制製程技術助理

隱形眼鏡製程作業人員，穿著全身無塵服於無塵室從事半
成品檢測、封裝、包裝等。

做三休三產線技術助理

隱形眼鏡前道製程作業人員－中文全自動機台生產操作，
半成品檢測、機台清潔維護、機台設備修繕及零件更換、
數量核對、報表填寫。

世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線作業員 
1.進行製造現場的PCB板之零件焊接、產品組裝、測試、
清潔、包裝出貨等作業。

2.有電子相關產業生產線工作經驗者佳。
3.人員須熟悉烙鐵操作。
4.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數位電源韌體工程師  
1.數位電源專案MCU、DSP控制器韌體設計撰寫。
2.搭配專案HW／FW新技術導入開發。
3.具電力電子相關韌體開發經驗 。
4.有TI-C2000系列或Microchip-ds PIC經驗尤佳。 
5.熟悉I2C、PMBus 或CANBUS通訊開發能力 。

電源研發工程師  
1.從事DC CONVERTER、AC／DC模塊開發。
2.相關產品設計支援。
3.產品的驗測報告與程序規劃。
4.規劃產品的驗測排程。
5.零件焊接。
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聯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工程師／技術員 

化學品／氣體更換、設備操作、維修、監控及巡檢相關。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1.無塵室作業、需搬重物。
2.配合4休2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3.薪資待遇：23,100~35,000。
4.基本資格：高中職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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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休2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
5.乙級鍋爐操作資格、大專畢業。

品保客服工程師 

1.國內外客訴案件之處理。
2.協調產線、品保進行客訴分析與處理。 
3.配合長短期海外出差／駐在（大陸／日本）。
4.獨立性高、抗壓性強。
5.具面板廠或業界經驗者佳。
6.日文N2以上或英文佳。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企劃人員 

1.SPV、PO發行擔當，原材料對日依賴購買。
2. EXCEL熟練、抗壓性高。
3.細心具責任感，有問題分析解決能力。
4.日文N2以上。

生產管理人員 

1.EXCEL熟練。
2.有問題分析解決能力。
3.緊急調整&配合加班。
4.具協調性、溝通能力。
5.具生管經驗佳。

《臺中市政府、國立中興大學108年
「一飛沖天 職達未來」就業博覽會》
108/3/23（六）10:00-14:00

中興大學惠蓀堂（臺中市南區國光路145號）

歡迎求職朋友參加，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MAR.
2019

才啟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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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職缺請透過台灣就業通、大臺中人力資源網、104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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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中科108年3月  Recruitment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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