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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園區  

產業發展核心

面積466公頃，產業類別以光電

產業及半導體佔大宗，其中又以

半導體營業額為最高。園區鄰近

都會公園、機場及高鐵站，除為

交通重要節點外，亦與周邊生態

共生共榮。

虎尾園區  

生物科技領航

面積97公頃，東側緊臨

高鐵站，引進產業以生

物科技為主，光電及通

訊為輔；園區結合周遭的高鐵特區

及臺大分校，帶動雲林整體發展。

后里園區  

光電半導體重鎮

面積255公頃，包含后里及

七星2座基地，主要引進光

電、半導體及精密機械等產

業設廠。

二林園區  

科技生態園區

面積631公頃，因應用水量

調整並考量中臺灣產業特

性，以低用水、低排放之

產業為主。

中興園區  

引領科技研發

位於中興新村南內轆，面積36

公頃。園區特性為純研發不量

產（除文創產業外）。

David Gerstein 大衛．葛斯坦（2015/不鏽鋼、氟碳烤漆）

純白色的樹木為底，以手繪蝴蝶表現大肚山生態的多樣性及生

活的律動感，讓紫斑蝶停留的樹成為「生產」與「生態」融合

的顯著標誌，回應中科「四生共榮」目標。

臺中園區公共藝術

生命景窗－紫斑蝶停留的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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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共濟  智匯創新  永續中科

2020年初，配合「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中部科學園區「工業」二字刪除，放寬

園區事業類型，邁向嶄新的里程碑。

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的巨大衝擊，全球經貿成長下修，防疫有成的臺灣提供了逆勢成長

的契機，中科全年營業額達到9,360億元，較2019年成長17.4%，累計核准入區廠商219家、總投

資金額逾2兆、就業人數逾5萬人，均創歷年新高；至營業衰退的部分園區事業，我們也配合政

策推出了紓困方案，協助其共度難關。

2020年，中科執行「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

「推動中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輔導新

創團隊、提升園區產業供應鏈的先進技術量能，持續累積智慧技術應用創新成果。

2020年，臺中園區獲得全臺第五座「生態社區綠建築–鑽石

級標章」認證；「永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獲「台灣企業

永續獎」白金獎最高榮譽；園區的生態觀察紀錄出版為《蝴

蝶、蜻蛉、鳥飛翔的科學園區》一書，多元展現中科長期以

來友善環境、公益社會、永續經營的努力成果。

 展望2021年，中科將依循六大戰略核心產業政策，

秉持加速創新、永續發展之主軸，協助產業關鍵技術升

級、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創新創業及產業轉型，同時

加速二林園區之開發招商，堅實園區產業群聚效應，邁

向永續中科。

局長

2021.03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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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
逆勢挑戰

升級蛻變  揭牌再出發

為了因應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趨勢，讓科學園區

成為下一個世代產業創新的圓夢基地。科技部

提案修正「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為「科

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協助我國科技產業升

級及蛻變，刪除「工業」二字，宣示科學園區不

再只以工業生產為目的，而是以科學創新與前

瞻技術，整合發展加值為核心價值，擴大引進

各類創新研發事業，打造園區成為創新及新創

事業基地。中科管理局（以下簡稱中科）於 2020

年 2月 5日，由局長許茂新與前園區同業公會

理事長沈國榮共同主持揭牌典禮，展現中科引

進多元類型的創新研發科學事業進駐的企圖

心，邁向兆元產業園區，成為高科技產業重鎮。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左 6）、前園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右 6）、副理事長蔡國洲（左 5）及貴賓共同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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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再創歷史新高

2020年園區事業各產業營業額合計新臺幣（下同）

9,359.79億元，較 2019年 7,972.32億元成長 17.40%，

再創歷史新高！主要受惠於 5G、人工智慧、高效能運

算、車用電子、行動裝置、伺服器需求增加及半導體

大廠高階製程接單暢旺，帶動晶圓代工、記憶體及封

測等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營收續增，推升園區營業額成

長。

2020年營業額主要以積體電路產業最高，約 7,493.22

億元，比重 80.06%；光電產業次之，約為 1,493.35億

元，比重約 15.95%；精密機械產業約 242.30億元，比

重約 2.59%，其餘產業營業額約為 130.92億元。

中科近年營業額

2020年各產業營業額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中科管理局大樓

04
積體電路  80.06 %  7,493.22 億元 

光電 15.95%  1,493.35億元 

精密機械 2.59 %  242.30億元 

電腦及周邊 0.35 %  32.97億元 

生物技術 0.72 %  67.23 億元 

其他  0.33 %  30.7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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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園區貿易額續創佳績

2020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為新臺幣 6,817.66億元，

較 2019年成長 14.56％；其中出口額約 5,375.26

億元，較 2019年成長 20.25％；進口額約 1,442.4

億元，較 2019年衰退 2.62％，2020年出口值大於

進口值，出超 3,932.86億元。

主要出口國依序為中國大陸（含香港）（占

55.5％）、新加坡（占27.53％）、南韓（占6.25％）；

主要進口國依序為南韓（占 28.91％）；、日本（占

18.85％）、美國（占 17.3％）。

近 2年中科園區各產業進出口統計表

近 2年中科園區主要進出口國別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2020年在疫情重創全球經濟且受美中貿易戰

影響下，遠距商機熱度有增無減，園區半導體

供應鏈以關鍵先進製程應用需求持續擴展，產

業鏈供需活絡產能滿載，凸顯相對高度的市場

價值及競爭力，且在遠距應用及 5G設備需求

活絡下，接單維持高檔。展望 2021年，在新

興科技應用需求及園區整體科技產業鏈，產品

多元開發應用並拓展全球市場，持續運用發展

挹注出口動能，可望帶動園區貿易額持續穩定

成長。

國家
  出 口 額

     成長率（%）
     進 口 額

     成長率（%）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中國大陸 
（含香港）

2,295.86 2,983.20 29.94 103.79 156.69 50.96

新加坡 1,443.20 1,479.60 2.52 196.04 161.28 -17.73

南韓 221.67 335.85 51.51 188.00 417.01 121.81

美國 91.21 120.16 31.73 432.79 249.56 -42.34

日本 102.38 113.89 11.24 304.11 271.95 -10.57

其他 315.62 342.56 8.54 256.42 185.91 -27.50

合計 4,469.94 5,375.26 20.25 1,481.15 1,442.40 -2.62

產業別 
  出 口 額

     成長率（%）
     進 口 額

     成長率（%）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積體電路 3,134.60 4,008.01 27.86 1,346.77 1,272.47 -5.52

光電 1,116.22 1,154.65 3.44 98.24 89.08 -9.32

精密機械 163.02 155.72 -4.48 25.40 66.36 161.24

電腦及周邊 27.48 26.11 -4.96 5.33 8.73 64.00

生物技術 28.63 30.27 5.75 2.84 4.85 70.42

其他 0 0.50 0 2.58 0.91 -64.73

合計 4,469.94 5,375.26 20.25 1,481.15 1,442.40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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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家數及就業人數穩健成長

2020年中科園區累計核准廠商家數 219家，其

中 148家已入區登記，引進廠商涵蓋光電產業

37家、精密機械產業 92家、生物技術產業 43

家、積體電路產業 9家、電腦及周邊產業 17家、

通訊及數位內容產業2家及其他園區事業19家，

產業聚落成熟，具國際競爭優勢。此外，研究

機構及育成中心已引進 14家，產業研發能量豐

沛。

2020年新進廠商中，以精密機械產業 9家最多，

中科從業人員統計資料
單位：員工人數

另包括生物技術產業 5家、光電產業 4家、電腦

及周邊產業 2家、通訊產業 1家及積體電路產業

1家；總投資金額為 91.47億元；另增資廠商計

11家，增資金額為 157.47億元。

中科園區就業人數持續增加，2020年 12月就業

人數達 51,827人，較 2019年同期增加 1,010人

（1.99％）。各產業就業人數以半導體產業占

40.23％居首，次為光電產業 35.92％；依學歷分

布，大專以上之就業人數比例高達 77.05％；以性

別區分，男女性比例分別為 65.62％及 34.38％。

20202016 2017 2018 2019 年

人數

39,956
43,530

47,907
50,817

5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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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隊招商拚經濟  進擊美國 CES拓商機

全球規模最大的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

2020年 1月 7日至 10日於內華達州拉斯維加

斯盛大展開，中科偕同中科加速器、園區企業

及中科新創團隊前往參展，展現創新研發能量

及科技實力。展會現場並舉辦「科學園區聯合

招商說明會」，宣傳臺灣優質產業環境，藉此

機會邀請各國廠商來臺投資。會中並促成中

科加速器執行團隊工研院與美國加速器 -10X 

innovation lab簽署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整合

國際新創資源，為臺灣新創團隊創造進軍美國

市場之基礎。

產業 AI化  研發應用成果

為協助中部智慧機械廠商數位轉型升級，發展

智慧製造的豐碩成果，提升臺灣廠商技術實力

及突圍國際競爭，於 2020年 11月 20日辦理

「前瞻科技－中科產業 AI化技術應用成果發

表會」，包括矽品、合盈光電、永勝光學、千

附精密、曜凌光電、元翎精密及製造業廠商等

7家大廠合作導入的 7項 AI人工智慧與智慧製

造成果。說明「中科園區產業 AI化計畫」推動內容

「中科產業 AI化技術應用成果發表會」活動參與貴賓合影

參觀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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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防疫中科助攻  辦競賽腦力激盪

為提升園區防疫措施等級，2020年 9月 26

日舉辦「中科防疫機器人競賽決賽暨成果發

表」，活動以「防疫主題」出發，並廣邀對

機械手臂應用、創新開發、物聯網領域的各

領域好手，包含人工智慧學校、臺北科大、

朝陽科大，以及交通大學等學校參賽；另有

台達電、友達光電、台灣發那科、王道機器

人等廠商共同交流。

在各界高手團隊相互腦力激盪下，激發出對

科技防疫的創意構想與創新技術，加速臺灣

防疫工作與機械手臂的技術結合與應用，期

為後防疫時代貢獻心力，打造讓科技人才發

光發熱的舞臺！

「FRC科學園區 5G數位區域賽」創
先例

中科克服疫情，於 2020年 11月 7日及 8日

主辦「2020 FRC科學園區 5G數位區域賽」，

為全球唯一運用 5G科技，超越疫情及距離障

礙舉辦之 FRC競賽。選手操控機台運用戰術

讓機器人完成任務，也有選手揮舞旗幟助陣

「2020 FRC科學園區 5G數位區域賽」7632安康高中、7526高雄
中學成功合作完成機台懸吊

參與中科防疫機器人競賽決賽之貴賓與參賽團隊

吶喊，2天的精采賽事透過中華電信提供之 5G

設備、訊號及全程技術於網路全球直播，約 2萬

人觀看，讓全世界看見臺灣學子堅毅韌性的參賽

精神。

中正高工、南科實中、中科實中及安康高中、協

同中學、高雄中學等 6支隊伍分別賽事中勇奪冠

軍聯盟獎，參賽團隊的熱情與實力讓國內外評審

誇讚中科歷時 3年培育人才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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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尖兵好 Young  囊括五座創業傑出獎

中科輔導 45組新創團隊勇闖科技部 2020年「創

新創業激勵（FITI）計畫」競賽，遞出亮眼成績，

2020年第一梯次輔導 23個團隊、第二梯次輔導

22個團隊入選團隊選擇中科輔導，其中 AIDirect

等 5隊獲創業傑出獎，各奪得 200萬元創業獎金，

諾克琳生技等 8隊獲創業潛力獎，各抱回 25萬元

創業獎金，其中 20個團隊成立公司。另引進 9家

新創進駐中科創新創業場域，有1家已為園區廠商，

協助 31個團隊參加創業競賽獲獎或獲得政府補助

計畫並協助辦理 15次新創媒合，並協助新創團隊

募資約 5,500萬元以上。

中科透過創業場域、業師客製化輔導商

業模式規劃、資金媒合、鏈結產業、市

場拓銷等方式，挹注創業初期所需養

分，也希望藉由創新驅動產業翻新，具

體落實政府擘劃之「創新．包容．永續」

願景。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智慧防災機器人成果展

為讓創客踴躍聚集，並讓創意快速實現，中科以

智慧型機器人為核心，結合園區廠商及周邊科研

機構，打造以人為本的「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宏碁集團創辦人兼榮譽董事長施振榮（左一）、科技部前瞻司司長陳國樑（右一）與創業傑出獎得獎

團隊 AIDirect合影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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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落實機器人軟硬體整合與創新應用，並結

合育成加速器，培育智慧機器人跨域人才，執行

「產業升級」、「產業鏈結」、「育成加速」及「人

才培育」4大任務。

2020年9月21日「AI智慧災防機器人」成果展示，

搭配輕量化、簡易化及直覺式的操作介面設計，

能配合火場需求快速更換合適的感應器，以即時

偵測現場的有害氣體。另外導入 AI視覺辨識及強

防災機器人—展示 AI水砲自動擺頭系統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三）與瑞基海洋生技公司協理蔡傳

馥（左二）、瑞鈦醫療器材公司協理莊世昌（右二）展示研發

成果。

化遠距操控功能，在視線不佳的火場自動偵測追

蹤火源，準確地運用高壓水柱進行滅火，未來推

廣應用有效降低第一線消防人員的工作風險。

精準醫療成果發表

瞄準精準醫療新商機，中科積極協助並鼓勵廠商

進行相關研發工作，提升精準醫療等領域尖端

開發製造與技術能量。2020年 8月 25日精準醫

療成果發展記者會，瑞基海洋公司及瑞鈦醫材

公司分享精準醫療研發成果。瑞基公司開發出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搭配自家開發自動核

酸分析儀，85分鐘即可產生檢測結果，產品除

取得歐盟體外診斷醫療器材（CE-IVD），也是全

臺首家核酸檢測試劑通過衛福部醫療器材專案

核准製造及量產。瑞鈦公司開發 Anatase Spine 

Navigator 脊椎手術導航系統及第 2代脊椎手術

導航系統包含便攜式機臺、機械臂等，AI路徑

規劃及雲端數據分析將能帶領脊椎手術突破性

進展，結合醫療製造業與機器人產業的長期深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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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研齊助力　
創新能量齊發

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
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

配合行政院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提供園區及其供應鏈廠商研發補助及輔導資

源，以激勵國內各產業之機械設備廠商投入智

慧機械及航太產業之研發。2020年共有 62家

企業參訪計畫所建置的智慧機械示範生產線，

與研發機構簽署合作意願共計 6家，辦理 12

家廠商輔導技術升級，並核定 6件補助計畫案

（包含研發型 2案、創新型 3案、地方鏈結型

1案），核定補助金額為 42,085仟元，帶動廠

商投入研發金額約 53,915仟元，其中核定臺

中市政府經費為 10,000仟元，提供地方政府

鼓勵所轄相關產業投入機械設備及關鍵零組件

研發促進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

12

產學媒合交流會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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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

配合行政院推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

案」，推動中部地區生技醫療產業發展，

協助產業擴展國際市場，透過產品暨系統

開發及市場拓銷補助、輔導與技術媒合，

鼓勵產學研醫共同投入創新研發。2020

年核定包含智慧輔具、微創手術、精準醫

療等領域 11案，補助款共計 32,206仟元，

輔導 3家廠商申請進駐中科園區帶動廠商

投入研發投資 58,609千元、申請國內外

專利 16件、培育人才共計 315人次。

中科智慧創新創業競賽

「中科智慧創新創業競賽」於 2020年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科抓住你」團隊榮獲第 1名，並由中科管理局
副局長施文芳（左二）頒獎。

中科管理局副局長施文

芳（前排中）與中科得

獎團隊合影

月 30日辦理，以智慧機械、智慧醫療

及人工智慧三大領域為主，廣邀國內

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團隊運用想像力與

創造力，構思創新技術、商品或服務，

藉以培育新世代產業新創團隊，進而

串聯校園新創能量，鏈結產業需求，

並為新產品新技術搭橋，以「大帶小、

舊共新」策略，具體落實扶植新創生

態系。最終雲科大「雲科抓住你」團

隊開發「開發熱塑性材料應用於氣壓

軟性夾持致動器設計」脫穎而出，抱

回第 1名獎牌。

為積極培育新世代產業新創團隊，

2020年 10月 31日第 2次舉辦「中科智慧創新

創業競賽」，共 17組通過初審，決賽最終由研

發智慧植物照明產品，可辨識作物生長，監控

植物健康，自動控制照明來降低電費並提高作

物品質與產量的明谷農業生技公司奪冠。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每年舉辦二梯次競賽，經三階段篩選，從入選

40組團隊中篩選 10隊，頒發「創業傑出獎」

200萬元創業基金、「創業潛力獎」25萬獎金，

中科配合科技部推動本計畫，並提供創業場域、

業師客製化輔導商業模式規劃、資金媒合、鏈

結產業、市場拓銷等方式，挹注創業初期所需

養分，也希望藉由創新驅動產業翻新，具體落

實政府擘劃之「創新．包容．永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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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園區技術論壇及園區產學訓產學媒

合交流

「中科園區創新技術論壇－智慧機械創新應用發

展」於 2020年 9月 18日舉辦，邀請虎尾科大、

彰師大、勤益科大、中興大學、雲林科大、東海

大學、朝陽科大等中部大學院校著名智慧機械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創新研發成果發表，台灣塔

奇恩科技及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分享產業智慧

機械創新應用實務經驗。諸多創新技術與實務經

驗分享，讓與會來賓體會智慧製造在產業面的許

多創新應用。

中科產學訓協會為中臺灣推動產學訓合作最重要

的平臺之一，自 2008年成立後，陸續舉辦論壇、

學術講座及大型產學就業博覽會等，近年更凝聚

中區產官學研能量，持續推動中區產業發展及參

與產學界創新活動，間接促進學界及業界攜手合

作，整合資源並強化中部地區高科技產業競爭力。

2020年 8月 6日辦理「後疫時代產業轉型發展與

契機－中科園區產業創新產官學研交流座談會」，

以疫情衝擊下園區各產業面臨的衝擊與發展為主

軸，從產官學研各界角度深度討論、分享後疫時

代園區廠商所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所長蘇孟宗報告後疫時代產業

轉型發展與區域資源整合，並提出中科廠商在技

術升級、科技人才培育及區域產業創新發展的寶

貴建議。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擔任座談會主持人，

討論園區廠商面臨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與挑戰應

變、園區資源整合。

2020年 10月 21日舉辦「產學媒合交流會－智慧

機械創新應用」，邀請財團法人鞋技中心、工研

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國研院儀科中心介紹其研

究能量與技術資源，並由勤益科大、中興大學、

修平科大、東海大學等中部大學院校智慧機械領

域專家學者發表創新研發成果，搭建學術與產業

界研發媒合平臺。諸多創新技術與實務經驗分享，

以及產學媒合交流。期能藉此促進園區產業創新

應用與技術升級、加速智慧機械創新應用與人才

培育，以產學合作正向循環，提升園區產業智慧

化能量。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前右 5〉、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前左 5〉與論壇講者及產學研各界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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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產學研生醫及光電量能　

加速學研成果產業化

2020年 10月 30日舉辦中部科學園區產學媒合

交流會，邀請國研院國網中心、財團法人塑膠

中心、工研院電光所介紹其研究能量與技術資

源，以及榮獲 2020年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業傑

出獎之「台灣圖靈鏈」與會分享區塊鏈技術，

並由中興大學、勤益科大、暨南大學、逢甲大

學等中部大學院校之生醫、光電領域專家學者

發表創新研發成果。

大師開講 CEO聯誼

中科為促進廠商交流，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

2020年 9月 2日辦理「109年中科產業大師論

3

壇暨 CEO聯誼會」，邀請 DIGITIMES社長黃欽

勇及光陽光電董事長葉勝發，分享他們多年寶貴

的產業實務經驗。黃社長以智慧機械與智能化製

造技術為主軸，分享各項技術研究發展之應用及

創業經驗傳授及分析成功之企業經驗、產業趨

勢、新技術及全球市場現況。光陽光電董事長

葉勝發分享各項先進製造科技、成功創業經驗，

探討智慧機械產業趨勢及如何注入智慧製造新

元素進行產業升級。兩位皆就 AI人工智慧與產

業 AI化，智慧製造及數位轉型 COVID-19後全球

產業鏈之變動、挑戰與商機，臺灣產業的趨勢與

機會等議題提出看法並與現場來賓互動，活動精

彩，與會 CEO及廠商代表超過 80人，會後佳評

如湧。

產學媒合交流會—智慧機械創新

應用會場討論熱烈

光陽光電董事長葉勝發（左

1）、DIGITIMES電子時報社
長黃欽勇（中）及中興大學校

長薛富盛與現場來賓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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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展覽活動開幕

中科漢翔策略聯盟

共創航太產業新版圖

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供應鏈生態

帶來衝擊，也帶動科技產業開啟新藍海商機。

中科推動「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

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鼓勵精密機械及航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

（中）與漢翔公司副總

黃淑媛（右二）、旭東

機械董事長莊添財（左

二）、漢鼎智慧科技執

行長廖德銘（右一）、

天工精密副總徐亞琛

（左一）代表簽署策略

聯盟，共啟合作契機。

太產業透過產學合作技術鏈結，提升關鍵零件與

設備模組技術。漢翔與中科具有緊密的地緣關係，

透過雙方策略聯盟，引進其經驗，提升科學園區

航太與精密機械產業及相關供應鏈廠商先進製造

與技術量能。中科於 2020年 12月 11日與漢翔

公司簽署「航太產業發展策略聯盟」合作意向書，

擘劃創新跨域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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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中十一  培養人文素養底蘊的科技人

2020年中科實中邁入第 11年，為一所涵蓋高中、

國中、國小、雙語部、幼兒園與托嬰中心之多階

段及多元綜合型態的公立實驗學校，雙語部 1至

6年級預計 2021年 8月招生。

展望未來學校的發展與經營，結合科技與人文，

使學生在科學園區的創新精神中成長，用全方位

的教育啟迪學生創新的觀念和做法，兼顧藝術陶

冶，秉持 108 課綱的精神，營造科技、國際、品

格、人文及創新的學習環境，朝向「智慧、生態、

永續」的綠校園圖像建構學校特色，以培育「人

文素養底蘊深厚的科技人」為終極目標。

第 8屆高三學生 119人，學測國英數自與國英數

社四科達全國前標（47級分）者高達 80%。高中

免試入學報到率 100%，50%學生達一中、女中

錄取標準，較去年成長 7%。學生榮譽表現多元：

1. Science Edge 2020日本筑波大學國際科學展覽

會銀牌獎

2. 多益測驗〈TOEIC〉990滿分

3. 學科能力測驗英文作文滿分〈入選全國佳作〉

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小提琴獨奏與笙獨奏優等

5. 獲得全球總部 FRC所頒授之個人最高榮譽

〈2020 FRC Dean's List Award〉

6. 生物奧林匹亞競賽成績全國第四〈進入複

賽〉

7. 臺中市科展複賽表現優異，獲得補助培訓等

1.繁星計畫錄取學生
2.學生參觀科普漫畫展
3.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全國第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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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E 化 
友善園區

配合中央啟動全面防疫

中科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COVID-19）疫情，辦理相

關防疫措施：

一、實施防疫控管措施及持續營運規劃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召開各項防疫會議

同步進行各項防疫工作，並與衛福部

疾管署及轄區衛生局建立聯繫管道，即

時傳遞疫情及相關防疫諮詢。中科行政

大樓、工商大樓及各公共場所、設施、

宿舍加強環境清潔及消毒，張貼防疫宣

導。各單位避免召開非時效性及非必要

性會議，或者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落



19

18

中
部
科
學
園
區2020

年
年
報

C
entral Taiw

an Science Park

實員工健康自主管理，提醒同仁每日自

主管理量測體溫，由各組室登記回報，

建立出國通報追蹤機制。建立分地、分

流上班之規劃，盤點核心業務、替代場

所及相關資訊、資安需求。

二、內外部加強防疫措施及疫情宣導 

於中科網站建置「防疫專區」，連接衛

福部疾管署網站，積極宣導防疫訊息，

公告園區醫療諮詢專線並制定救護流程

SOP，並透過園區與廠商端所建立之工安

家族 LINE群組及電子郵件，主動提供園

區廠商相關疫情及防疫資訊。 

三、協助園區廠商防疫整備及持續營運規劃 

成立單一聯繫及服務窗口，協助各項聯

繫及通報作業，協助廠商後續因應作為。

由廠商建立管理機制，加強人員防疫衛

教，如有確診病例，需循體系回報中科，

並由中科通報科技部。

紓困方案協助廠商度難關

考量 COVID-19疫情蔓延，園區部分產業受

疫情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為減輕園區廠商

過渡期之財務負擔，科技部公告「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科學園區紓困方案」，

包含 4項紓困措施：租地費用與廠房租金緩

繳或減收、管理費緩繳、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緩繳、服務業租金（權利金）減收等，以協

助廠商持續營運，維持園區產業發展。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緩繳措施自 2020年 6月 1日起

至 2021年 6月 20日止（按收費季別逐季申請），

得申請當季應繳之使用費緩繳 1年，緩繳金額於

緩繳期間屆至後 3年分 12季免息攤還，緩繳期間

及分季攤還期間免收取滯納金及延遲利息。2020

年第二季至第四季計 23件（約 8家廠商）申請緩

繳紓困，緩繳金額共計新臺幣 124,015千元。

管理費緩繳措施自 2020年 3月 1日起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當期營業額相較前一年同期衰退達

15%以上之廠商，當期應繳之管理費，得申請緩

繳 1年，並得於緩繳期滿後 1年內分各期免息平

均攤還，緩繳期間免收取逾期罰鍰及延遲利息。

2020年 3月至 12月計 13家廠商申請緩繳紓困，

緩繳金額共計新臺幣 31,574千元。

服務業租金（權利金）減收措施自 2020年 1月

至 6月營業期間受疫情影響營運之餐飲業及員工

診所，得申請前開期間租金（權利金）減半收取

至多 4個月，計 1家廠商申請，減收新臺幣 67千

元。

自 2020年 5月 29日發布施行「科學園區土地租

金及費用計收辦法」，中科提供符合紓困措施申

請資格之廠商申請租金緩繳或減收。至 2020年

12月底申請件數及金額如下：

租地費用與廠房租

金緩繳或減收
申請件數 申請金額（千元）

減收 2成 74件 53,221

緩繳 1年 3件 6,216

中科管理局大樓通道設置體溫感應系統，自動監測往來洽公民眾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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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徵才  實體視訊雙軌

為因應園區發展及廠商用人需求，中科與臺中市

就業服務處於 8月 1日舉辦「2020年中科園區廠

商聯合徵才活動」，共有友達光電、台積電、台

灣美光等 20家園區廠商釋出逾 700個職缺，有近

九百位求職者參加，初步媒合率近五成。配合防

疫措施，廠商徵才採取實體與視訊雙軌制。另為

協助求職者進行職涯規劃及提升錄取機會，活動

現場同時舉辦「履歷健診」、「職涯諮詢」，協

助求職者進行職涯探索並提升錄取率。

強化資訊安全防護

中科資安治理以風險管理為導向，藉由 PDCA管

理循環，持續滾動及精進資安管理作為，每年依

據風險評估結果，修訂資通安全政策與規範。定

期執行內、外部稽核，通過主管機關查核及第三

方認證（ISO 27001 / BS10012 Certi�cation，證書

持續有效），以提供完善的資安與個資隱私保護。

為提升整體資安環境導入縱向防護機制，如網頁

/網路防火牆、入侵偵測 /防禦設備、防毒閘道、

政府組態基準等，並執行安全性檢測、資通安全

健診及威脅管理監控等事項，防範網路資安漏洞

確保網路通訊安全。

運用平常的備份及復原演練程序，復原既有系

統，達到緊急應變與營運持續之目標。另針對全

體員工辦理資安教育訓練及宣導，以內化員工資

安與個資保護意識，並以量測教育訓練的有效

性。 

因應新型態駭客攻擊發展，未來將建置端點偵測

回應機制，透過偵測機制及時察覺與處理，協助

機關及時發現並回應威脅入侵，亦可藉此將災情

降到最低。

延攬優質廠商進駐

二林園區為低用水、低排放之精密機械為主領產

中興園區招商說明會（2020.07.29）

二林園區投資招商說明會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羅群穆

（右 二）巡視徵才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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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鉅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廠房（二林園區）

業之園區，2020年 10月 27日中科於員林市舉

辦「中科二林園區投資招商說明會」，吸引上

百家潛在投資廠商參加，由局長許茂新、行政

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洪宗熠、彰化縣

副縣長洪榮章及二林鎮鎮長蔡詩傑連袂出席共

同招商。

二林園區可立即提供建廠土地有一百多公頃，

為中臺灣可供建廠用地面積最大之科學園區，

且土地租金是全國 3個科學園區中最低，是廠

商加碼投資的最佳選擇。

中興園區位於原臺灣省政府所在地－南投縣中

興新村，定位為「純研發不量產」之園區，區

內已有研發單位工研院、資策會及正瀚生技等

廠商進駐，中科於 2020年 7月 29日舉辦招

商說明會，說明園區入區申請作業及相關優惠

措施，協助廠商加速申請進駐園區投資設廠時

程。2020年引進喬國能源公司，研發

創新建材輕量型太陽能屋頂板，另有

多家潛在廠商規劃進駐中。

醫療科技展

攜手 18家生技醫材廠商參與

「2020台灣醫療科技展」12月 3日

至 6日在南港展覽館展出，中科園區

有 11家生醫計畫廠商參展，包括醫百

「雷帝納」微創手術導航系統、承鋆

「拉斯科」內視鏡 3D/4K影像錄影系

統、開啟基因 iCatcher自動化循環游

離腫瘤核酸純化儀、萊弗斯基因 QLoci 

md1000 全自動多重數位定量核酸分

析系統等呈現中部地區最新醫療高科

技產品，其中福寶科技及萊弗斯基因
科技部部長吳政忠（前右 5）、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前右 4）
與中科參展團隊於台灣醫療科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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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2020年國家創新獎及承鋆

生醫獲得 2020年國家精品獎。

此外，友達光電、上銀科技、達

運精密、台達電子、善德生化科

技、瑞基海洋、藥華醫藥等 7家

廠商展現微創手術醫材、智慧輔

具等頂尖技術。

生技展  秀實力  搶商機

國內疫後首場大型展會「2020

亞洲生技大展」7月 23日於臺

北南港展覽館登場，中科展區以

「中科生醫聚落 智慧醫療領航」

為主軸，中科率 18家園區廠商、

生醫計畫補助廠商及中科加速器

輔導廠商以群聚聯展方式，展現

橫跨精準醫療、生物新藥、創新醫療、醫材及

智動化等領域。中科廠商正瀚生技及鐿鈦公司

獲總統蔡英文親頒年度傑出生技產業獎，展現

中科結合先端生技領域，運用中部精密機械產

業厚實技術基礎，建構創新醫療生態體系的成

果。

光電展  新格局  拓視野

中科率園區 4家光電廠商參加 2020年 10月 21

日至 23日「2020台北國際光電週」共組中科主

題館，另有 2家園區廠商獨立參展，以共同行銷

創造聯展商機。本屆主題館不僅展現園區的創新

前瞻與豐沛的研發能量，亦顯示臺灣光電產業逐

漸朝向技術工藝獨特、產品市場利基等高端與差

異化方向發展。

防災及毒化災演練

2020年計辦理 12場次之職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相

關宣導會、32場次專家訪廠輔導、2場次毒化災

專業應變人員通識級訓練、1場次毒化災專業應

智慧防災演練－緊急應變小組進行人員除污作業光電展中科主題館聯展廠商與中科管理局主任秘書彭麗春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七）與生技展中科參展廠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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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防護及應變效能，營造園區安全的

投資環境。

職災預防—安全衛生研討會暨主題
展示

2020年 11 月 4 日舉辦「2020 年度職業安

全衛生研討會暨 AIoT 及 VR 應用主題展」，

以 AIoT及 VR之應用與主題展示，推動科

技工安及智慧防災，宣示維護職業安全、

營造友善幸福職場決心。活動邀請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及相關智慧科

技導入安全衛生運用之廠商，共計 20個展

點進行 AIoT及 VR 於職業安全衛生之技術

導入及實證示範，並分享相關研究成果，

引導與協助園區廠商未來技術運用，預防

職業災害的發生，共同打造智慧園區。

二林園區警力進駐  

為因應二林園區警察勤務及園區發展需求，

於原二林工務所旁增設「二林園區開發臨

時辦公事務場所」，2020年 5月 13日由局

長許茂新與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總隊長劉章

遠共同主持中科二林分隊揭牌儀式並進駐

辦公，提供二林園區進駐廠商及其從業人

員更好的交通及治安等服務。

保警二林分隊進駐揭牌典禮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三）、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

業公會副理事長蔡國洲（左三）及中科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等共

同啟動研討會開幕式之工安光球，宣示中科維護職業安全，營造

友善幸福職場決心。

變人員操作級人員訓練，充實廠商毒化災人員應變

技能。

2020年 10 月 30 日舉辦「災害防救應變演練」，藉

由辦理救災聯防訓練及演練，實際操作毒性化學物

質洩漏的應變程序，建立各災害搶救單位與園區聯

防廠商間良好的協調與溝通機制，以提升園區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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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  多元工商服務

工商服務大樓進駐廠商共 31家，出租率達 98.86%，

有金融、醫療、就業、郵政、交通、餐飲、企業財

務會計法律等相關工商服務業進駐，提供多功能面

向工商服務營運效能。工商服務大樓設置 7-11大數

據雲端智能販賣機，利用大數據分析顧客商品喜好，

滿足產品需求多樣化，智能判別提醒廠商補貨即時

化，並具行動多元支付功能。

精進保稅業務管理系統

為增進行政服務效能，並配合「科學園區

保稅業務管理辦法」於 6月 4日修正發布

施行，中科精進保稅業務管理系統，廠商

申辦保稅業務除已全面電子化，更配合修

法簡化流程，例如廠商申請因檢驗、組裝

測試、出區展示或區外修理，而須將保稅

品運往區外者，僅需於事前於線上勾選相

關選項，即可由系統判讀流向中科或海關

核准，節省廠商等待時間，以及園區事業

保稅貨品報廢得採線上預約等⋯⋯優化保

稅系統介面及簡化作業程序，促進園區廠

商提升競爭力。

多元休閒  勞工育樂活動

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促進勞資關係，增

中科盃壘球競賽—友達野馬與台灣美光爭冠，奮力一擊。（后里園區）

臺中園區工商大樓正瀚生技 COFFEELAND風味研究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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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園區廠商與鄰近社區之交流，2020年辦理之勞工育樂福利活動，計有

中科電影院欣賞活動 20場、中科盃籃球、壘球競賽、中秋特賣會等。

后里園區 iBike台灣美光站啟用

2020年 8月 7日與臺中市政府、台灣美光公司共同舉辦 iBike「台灣美光

站」啟用儀式。臺中市於 2019年公佈實施「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受理民間

捐贈公共自行車租賃站作業要點」後，台灣美光公司是第一家申請、適

用、完成設置 iBike 站捐贈的指標性企業廠商。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陳育正（中）、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二）、台灣美光公司廠長朱建華（左二）、處長古

峰維（左一）共同出席 iBike台灣美光站啟用儀式。

中科盃籃球競賽—矽品與台積電競賽，妙傳內線得分！



人文與科技
同行

取得 EEWH-EC 鑽石級生態標章認證

為擴大綠建築至生態社區或生態城市，行政

院實施「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以利

推廣生態社區的理念；因條件嚴格，目前全

臺灣僅有少數社區通過認證取得生態社區標

章。2020年 2月 14日臺中園區在多年規劃

與持續不斷的努力

下，通過生態社區

EEWH-EC 標章鑽

石級認證，在生

態、節能減廢等

指標上均獲得滿

分，肯定了中科

在園區環境品質

推動上的努力。

26

生態社區評定委員與本局相關人員參觀東大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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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科管理局獲頒台灣企業永續報告書白金獎（左為財團法人台灣永續

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右為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

持續以永續發展精神並順應全球趨勢，

兼顧經濟、環境及社會，打造永續科學

園區之典範。

《永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中

科應用自身核心能力實踐「聯合國永續

發展 17項目標（SDGs）」其中 15項目

標相關作為，善盡地球村成員之責，以

滾動式檢討各面向潛在威脅，積極面對

氣候變遷帶來的營運挑戰與機會，順應

全球趨勢，與世界接軌及對話。

環境監測  即時監控

中科各園區每年均依環評書件所載之環

境監測計畫，辦理各項環境監測，包含

空氣品質、噪音振動、放流水質、地面

（下）水質、底泥、土壤、生態、交通

量及文化資產等，各項監測結果依資訊

公開上傳至「e-in中科園區環保資訊整

合 網 」（https://ein.ctsp.gov.tw/index/

index2.aspx），供外界閱覽查詢。

臺中、后里、二林等 3園區每年均召開

環保監督小組會議，2020年總計舉辦 8
空氣品質監測

榮獲 2020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
最高榮譽白金獎

2020年 11月 18日《中科永續發展社會責

任報告書》榮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評選為 2020年台灣企業永續獎最高榮譽

白金獎，且為政府、NGO類別唯一榮獲白

金獎之單位，肯定中科對落實永續經營、

友善環境及公益社會之努力。未來中科將



28
永
續 

▼
人
文
與
科
技
同
行

另臺中、后里、虎尾等 3園區污水廠均取得環保

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2020年 3園區污水廠

共接待（或參與）69場次活動，參加人數達 2,538

人次，善盡場域責任，提升國人環境教育理念。

《蝴蝶、蜻蛉、鳥飛翔的科學園區》

臺中園區開發迄已 17年。十年樹木，經養護團隊

同仁十多年的用心經營，讓園區從黃土滾滾到如

今的綠樹成蔭。除了職責所在的硬體設施維護管

場次會議，另科技部「科學園區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追蹤小組」2020年針對中科辦理 2場

次會議，此外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2020年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監督現地查核 6次，均符合環評

規定。

污水處理  善盡場域責任

中科各園區均設置污水廠，收集並處理園區廠商

廢（污）水，臺中、后里、虎尾等 3園區污水廠

最大處理量分別為 145,000CMD、50,000CMD、

8,000CMD，2020年各污水廠放流水質均符合國

家放流水及環評加嚴標準。

后里、虎尾等 2園區污水廠檢驗室取得財團法

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測試領域之實驗室認

證，臺中、后里等 2園區污水廠檢驗室則取得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NIEA）環境測定機

構認證，其中后里園區污水廠檢驗室更取得雙

重認證，有助於提升檢驗數據公信力。

臺中市泰安國小參加后里污水廠環境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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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更有一群關心環境生態的有心同仁，他們利

用工作之餘長期蹲點，聚焦於園區的豐富生態，

終於在 2020年開花結果，彙集出版了《蝴蝶、蜻

蛉、鳥飛翔的科學園區》一書。內容包含 60種蝴

蝶、26種蜻蛉、85種鳥類等園區常見的低海拔物

種，揭開園區鮮為人知的細緻又感性的神秘生態

全貌，是遊走園區生態必備的導覽書。

本書以生物月曆方式記錄園區生態，並透過一幅

幅細緻的照片，呈現特色動植物每一個令人感動

的瞬間。這群園區裡的精靈們，就如同進駐國區

的優良廠商一樣，有的來自臺灣、有的來自世界

各地，他們一同定居在豐富完備的中科園區裡，

健康而愉快的生活著。

（感謝退休同仁蔡紹斌先生協助籌編、團隊同仁

陳大明先生提供生態照片）

永續中科  17週年慶系列活動

2020年 8月 21日邀請 17位嘉賓以震撼力的鼓聲，

為 17週年園慶系列活動揭開序幕，「中科 17 擊

響未來」，期許以 17年來的開發成果為基石，引

領科技新創，創造產業永續創新的願景，再創

大肚山傳奇。另頒發創新產品獎、產業貢獻獎、

園區創業（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高科

技產業節能節水績優廠商等獎項，並邀請園區

廠商友達 A-Team社團舞蹈表演及后里薩克斯風

愛樂社演奏，共慶中科生日快樂！

2020年 9月 19日於臺中園區水堀頭公園舉辦

17週年園慶路跑活動，現場近 500名園區員工

及眷屬在局長許茂新鳴槍下正式開跑，鼓勵園

區勞工利用平時上班以外至戶外活動，放鬆身

心，也適當的釋放工作上的壓力。

17位長官貴賓同聲擊鼓後，祝福中科大展鴻圖。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為路跑鳴笛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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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17週年園區生態介紹暨賞鳥活動（臺中園區東大公園）

2020年 10月 5日舉辦「中科 17週年慶系列活

動－ 109年環保研討會」，邀請國內專家講授

污泥能源應用、空氣品質分析及臺中市環境保

護局前局長講授「臺中市氣候變遷治理」，提

供園區廠商、周邊大專院校師生及中科同仁實

務操作專業知識。

2020年 9月 23日舉辦「中科 17週年園區生態

介紹暨賞鳥活動」。園區公園綠地規劃設計考

量融合環境及生態，臺中園區有東大、水堀頭、

林厝、通山及橫山等五大公園，已陸續發現的

鳥種包括猛禽類、特有種、特有亞種、二級保

育類、三級保育類，顯示園區物種多元與完整。

友達西大墩窯文化館開幕

2003年園區首家廠商友達在整地建廠時發現了

一處小土丘，雖建廠時程緊迫，仍決定立即停

工，委請專家鑑定，發現是 200年前的臺灣漢

人燒製生活用品的陶窯，在臺灣非常罕見，之

後經臺中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友達光電在 2018年臺中市世界花卉博覽會中打

造「友達微美館」，展覽結束後，利用微美館

的拆除建料於友達臺中廠區異地重建，並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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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公司「自行車文化探索館」VR公路競賽體驗

臺中市市長盧秀燕（中）、友達光電董事長彭双浪（左 2）及中科管理局副局長許正宗（左 1）參觀
友達西大墩窯文化館

西大墩窯成為「友達西大墩窯文化館」。館中有相

關簡介、出土文物介紹，也有互動小遊戲，目前開

放預約參觀中。

自行車文化探索館開幕

臺中園區巨大公司「自行車文化探索館」於 2020

年 7月 2日正式開幕，是全臺首座結合互動科技與

工藝美學之自行車探索與體驗的生活群聚場域。巨

大集團透過近 50年專注於自行車的經驗與學習，

在這個自行車探索館規劃有自行車歷史、認識自行

車多元樣貌及各種知識，並規劃 VR虛擬實境，可

體驗職業車手奔馳快感！開放民眾團體預約參觀。



2020大事記

1.3-11
副局長施文芳率隊參加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CES)，並於展會現

場舉辦「科學園區聯合招商說明會」，另促成

中科加速器執行團隊工研院與美國加速器-10X 

innovation lab 簽署合作備忘錄。

1.22
臺中園區中科路東向聯絡道路「科湳愛琴橋」

完工通車啟用，跨越臺74線直通市區連結水湳

經貿園區。

2.5
舉辦更名為「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揭

牌典禮，邀請前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

榮等園區廠商代表及中科主管共同參與。

2.14 
臺灣建築中心召開「生態社區評定會議」，中

科臺中園區在生態、節能減廢等指標均獲得滿

分，通過鑽石級綠建築認證。

3.11 
行政院環保署召開環評委員會審查通過「后里

園區環境影響差異分析案」。

4.22 
公告「科技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科

學園區紓困方案」，以協助受新冠疫情影響致

產生營運困難之廠商可持續營運，維持園區產

業發展。

5.13 
局長許茂新與保安警察第二總隊隊長劉章遠共

同主持中科二林分隊進駐暨揭牌儀式。

6.7 
科技部部長吳政忠到中科園區視察，指示重視

資安議題及有效扶持新創團隊，並期勉提供園

區廠商「最佳服務」，朝全方位永續發展。

7.3 
科技部舉辦 2 0 2 0年「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FITI）」第一梯次頒獎典禮，中科所輔導「晶

易求精」晶片技術與「圖靈鏈科技」區塊鏈技

術團隊均拿下「創業傑出獎」，各奪得200萬元

創業獎金。

7.29 
於中興園區舉辦招商說明會，由局長許茂新主

持，計有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相關主管及

多家國內外潛在投資廠商高階主管等100餘人與

會。

8.1
舉辦「2020年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計882位求職者參加，其中參與現場面試830

人，預約視訊面試52人，廠商履歷收件數計

1,351件，媒合率近5成。

8.7
中科后里園區第一個iBike站「台灣美光站」啟

用儀式，該座亦是臺中市第一座由企業捐贈

給政府機關的iBike站，局長許茂新代表受邀致

詞。

8.21 
舉辦「中科17 充滿奇蹟」局慶活動，園區同業

公會副理事長蔡國洲、中科產學訓學會理事長

薛富盛及立法委員楊瓊瓔、何欣純、黃國書與

上百家廠商等嘉賓共襄盛舉。

9.2 
舉辦「2020年中科產業大師論壇暨CEO聯誼

會」，局長許茂新主持，邀請光陽光電董事長

葉勝發分享創業經驗及DIGITIMES電子時報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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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殊榮，是2020年政府、NGO類別唯一榮獲白

金獎的單位，許正宗副局長出席受獎。

11.27 
科技部舉辦2020年「創新創業激勵（FITI）計

畫」第二梯次競賽頒獎典禮，中科輔導25組新

創團隊中有8組順利挺進10強，「AIDirect」、

「碲造生機」與「品醫生技」等3隊均拿下「創

業傑出獎」，各獲得200萬元創業獎金。

12.9 
行政院環保署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388次會議」審核修正通過「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園區擴建用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暨審查結論變更（化學品項目數量第3次變

更）案」。

黃欽勇主講「AI人工智慧與產業AI化」，與會

CEO及廠商代表逾80人。

9.11
舉辦「109年度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由許茂新局長主持，邀請園區公會、園區海

關、銀行、郵局等綜合性服務事業機構代表與

會。

9.21 
舉辦「智慧多功機器人 消防偵測勇先鋒」新創

記者會，由施文芳施副局長主持。AI智慧災防

機器人是由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研發，並

於廠商友達公司進行場域驗證，是首部因應園

區廠商特殊廠房需求條件開發的原創產品。

9.30 
「中科實中擴部增班建設計畫」修正案函報行

政院核定。

10.27 
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共同於彰化縣員林

市舉辦「中科二林園區投資招商說明會」，許

茂新局長主持，計有上百家廠商代表參加。

11.01 
中科出版《蝴蝶、蜻蛉、鳥飛翔的科學園區》

一書，詳實記錄中科17年來對友善環境的重視

與成果。

11.7-8 
中科以完備的防疫措施及科技實力為後盾，促

成全球首度以5G模式辦理「2020 FRC科學園區

臺中5G數位區域賽」，國內28支高中隊伍齊聚

中科實中競技，線上直播吸引全球近2萬觀看人

次。

11.18 
榮獲「2020年臺灣企業永續獎」最高榮譽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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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殊榮，是2020年政府、NGO類別唯一榮獲白

金獎的單位，副局長許正宗出席受獎。

11.27 
科技部舉辦2020年「創新創業激勵（FITI）計

畫」第二梯次競賽頒獎典禮，中科輔導25組新

創團隊中有8組順利挺進10強，「AIDirect」、

「碲造生機」與「品醫生技」等3隊均拿下「創

業傑出獎」，各獲得200萬元創業獎金。

12.9 
行政院環保署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388次會議」審核修正通過「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園區擴建用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暨審查結論變更（化學品項目數量第3次變

更）案」。

「AI人工智慧與產業AI化」，與會CEO及廠商代

表逾80人。

9.11
舉辦「109年度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由局長許茂新主持，邀請園區公會、園區海

關、銀行、郵局等綜合性服務事業機構代表與

會。

9.21 
舉辦「智慧多功機器人 消防偵測勇先鋒」新創

記者會，由副局長施文芳主持。AI智慧災防機

器人由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研發，並於廠

商友達公司進行場域驗證，是首部因應園區廠

商特殊廠房需求條件開發的原創產品。

9.30 
「中科實中擴部增班建設計畫」修正案函報行

政院核定。

10.27 
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共同於彰化縣員林

市舉辦「中科二林園區投資招商說明會」，局

長許茂新主持，計有上百家廠商代表參加。

11.01 
中科出版《蝴蝶、蜻蛉、鳥飛翔的科學園區》

一書，詳實記錄中科17年來對友善環境的重視

與成果。

11.7-8 
中科以完備的防疫措施及科技實力為後盾，促

成全球首度以5G模式辦理「2020 FRC科學園區

臺中5G數位區域賽」，國內28支高中隊伍齊聚

中科實中競技，線上直播吸引全球近2萬觀看人

次。

11.18 
榮獲「2020年台灣企業永續獎」最高榮譽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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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科
奇蹟守護者

臺中園區  

產業發展核心

面積466公頃，產業類別以光電

產業及半導體佔大宗，其中又以

半導體營業額為最高。園區鄰近

都會公園、機場及高鐵站，除為

交通重要節點外，亦與周邊生態

共生共榮。

虎尾園區  

生物科技領航

面積97公頃，東側緊臨

高鐵站，引進產業以生

物科技為主，光電及通

訊為輔；園區結合周遭的高鐵特區

及臺大分校，帶動雲林整體發展。

后里園區  

光電半導體重鎮

面積255公頃，包含后里及

七星2座基地，主要引進光

電、半導體及精密機械等產

業設廠。

二林園區  

科技生態園區

面積631公頃，因應用水量

調整並考量中臺灣產業特

性，以低用水、低排放之

產業為主。

中興園區  

引領科技研發

位於中興新村南內轆，面積36

公頃。園區特性為純研發不量

產（除文創產業外）。

David Gerstein 大衛．葛斯坦（2015/不鏽鋼、氟碳烤漆）

純白色的樹木為底，以手繪蝴蝶表現大肚山生態的多樣性及生

活的律動感，讓紫斑蝶停留的樹成為「生產」與「生態」融合

的顯著標誌，回應中科「四生共榮」目標。

臺中園區公共藝術

生命景窗－紫斑蝶停留的樹上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2, Jhongke Rd., Si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407726, Taiwan (R.O.C.)　
Tel：+886-4-25658588　

407726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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