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9
Aug. 2019

版權所有，本刊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本刊刊登之文稿不代表任何機關發言，且

基於編排需要，本刊對於文稿有刪修權。

本刊採用環保用紙，並以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發  行  人  許茂新

編輯顧問 施文芳、許茂新

總  編  輯  彭麗春

編輯委員 彭麗春、林靜慧、朱振群、黃懿美、謝東進、

 洪耀堂、簡豪成、邱異珍、陳益君、韋漢樑

歡迎申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發行機關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地　　址 40763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號
網　　址 www.ctsp.gov.tw
聯絡電話 04-2565-8588轉 1118
創刊日期 93年 9月 5日
編輯製作 紅藍創意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02-2240-1141

編輯小組 楊琇喻、陳冠宏、羅幼珍、陳妍君、

 邱敏惠、熊婉贏、林歆儒、洪承孝

校　　對 楊琇喻、楊素琴、林學侃

15 鑑識外洩風險  保護營運資訊
16 觀察國際情勢  因應保稅策略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17 工安環保健康月─

 兒童繪畫比賽特優作品賞析

18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雙語部第二階段招生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19 當文書檔管遇見咖啡

20 呵護虎尾園區樹木

21 清新飽足新選擇─橫山銘製三明治

22 悠遊書海─

                語音搜尋、聲控秘書變成主流的未來

訊息快遞 Life News

23 廠商人才媒合好  就業服務最周到

23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24 參訪交流

25 徵才啟事

園區要聞 Park News

01 總統接見 FRC得獎團隊─南港高工
02 2019亞洲生技展  中科廠商大展身手
03 中科 16 引領潮流  開啟科技新紀元
06 從沉睡中甦醒的雷龍國

 2019 ASPA領袖會議在不丹
08 中科挺新創  扎根漸茁壯
09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再訪中科

 看見未來

10 邁向未來的現在進行式

 科技部創新產品獎

12 飛躍 AI─后里園區公共藝術

園區新夥伴 New Tenant

13 多軸複合車床製造商─

 托納斯科技有限公司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13 圖利還是便民？

 童叟須知的簡單法律概念

14 共創安全文化  避免職災意外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

Park New
s

園
區
要
聞

總統接見FRC得獎團隊─南港高工
President Ing-Wen Tsai Meets FRC Highest Rookie Seed Award Winning 
Team - Taipei Municipal Nanga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

蔡英文総統FRCの受賞チーム南港職業高等学校を会見

世
界知名2019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以下簡稱FRC）

機器人國際區域賽自今年2月在美

國與澳洲各地陸續展開區域賽，台

灣今年計有20所高中職學校組隊參

加，創下歷年來最高，不僅贏得15

個獎項，同時有6支隊伍晉級4月在

美國底特律的總決賽，南港高工更

在總決賽脫穎而出，獲得「最高分

新秀種子獎」殊榮。

總統蔡英文於7月9日在總統府接見

南港高工參賽師生，肯定大家為此

競賽投入的努力，克服時間、語言

與經費上的困難，接受挑戰認真付

出，最後獲得優異成績，證明台灣

的技職教育十分具有競爭力。總統

也鼓勵同學們結合書本知識與實務

經驗，投入機器人競賽活

動，這些知識與技術，將

連結到AI人工智慧、物聯

網等領域，是驅動台灣未

來創新經濟發展的重要關

鍵。

全力動員 
爭取主辦 FRC區域賽

本局自106年開始，對於FRC賽事

的支持與推廣不遺餘力，透過不同

培訓與活動激發國內師生對於機器

人領域的興趣，有愈來愈多學校響

應FRC機器人競賽。本局將於今年

8月17日及18日舉辦FRC季後賽暨

國際論壇，讓國內團隊有機會再以

1:1的場地模擬練習比賽，為明年

的區域賽熱身準備，此外，本局已

總統蔡英文（前排左六）、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前排右六）、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前排右五）與南港高工校長劉美慧（前排左五）及團隊

師生大合照。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南港高工同學代表與總統合照。

積極籌辦2020 FRC機器人國際區

域賽，因依照規定國際區域賽至

少需要募集到國內外28支隊伍參

賽，希望屆時國內有更多高中職

組隊參與，一起體驗世界級的場

地規格與氣氛，共同努力將獎盃

留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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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亞洲生技展  中科廠商大展身手
Bio Taiwan 2019

2019アジアバイオテックの展示会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の入居企業は実力を
披露！

2019 B I O A s i a -Ta i w a n 

Exhibition亞洲生技

大展於7月25至28日在台北南港展

覽館盛大展開，科技部轄下竹、

中、南三個科學園區生技廠商、國

家實驗研究院及生技醫藥核心設施

平台，共同組成「科技部創新聚

落」參展，共同呈現科學園區廠商

最先端的生物科技及研發成果。

總統蔡英文特別出席開幕儀式，讚

許近年生醫產業結合台灣優質研發

軟硬體實力表現亮眼，不僅創造商

機，更將成為帶領台灣邁入下一個

兆元的產業，親頒2019傑出生技產

業獎予生技優良廠商，隨即巡視會

場，在科技部長陳良基與本局代理

局長許茂新等人陪同下親臨科技部

創新聚落，瞭解關心園區生技廠商

展出成果，給予加油打氣。

廠商聯合展出 表現中科競爭力

「科技部創新聚落」中科展區由生

產智慧醫療及智慧醫材等6家廠商

共同展出，包括致力於開發罕見血

液疾病、慢性肝炎以及其他疾病

治療的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以

結合創新醫療器材開發設計的臨床

醫師與工程師團隊，專注於高門檻

醫療器材技術的研發之台灣骨王公

司；生產醫療用護具、骨外科復健

用輔具及醫療級彈性襪等頂尖醫材

專業製造商之愛民衛材公司；伊達

醫療展示之雷射照射儀，為發出特

定波長雷射光之醫療儀器；靚德生

醫專注於仿生科技與高分子材料應

用等領域，展示先進醫材、再生醫

療、動物醫材等；台灣美罩則是

PTFE奈米微孔薄膜口罩、防水防

蟎保潔墊及防水防風外套等專業廠

商。

另看好BIO生技展首次在台舉行帶

來的商機，中科園區內之藥華醫

藥、瑞基海洋生物科技、台灣利得

生物科技、綠茵生技、金醫生物科

技及國光生物科技等6家園區廠商

亦獨立參展，展示各項自行研發的

產品成果。

2019亞洲生技大展再次匯集科學園

區生技廠商共同展出，展現科學園

區豐沛生技研發能量，本局亦將秉

持一貫熱忱服務廠商的精神，持續

帶領園區廠商向前邁進。

1. 科技部長陳良基（左六）及本局代理局長許茂
新（右前六）於中科展場與參展廠商合影。

2.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右）至展攤對參展廠
商致意感謝。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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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16  引領潮流  開啟科技新紀元
Let's Celebrate CTSP's 16th Anniversary!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第十六回創立記念日式典　トレンドを引き出す

文／投資組  林學侃、圖／陳國雄、林學侃

為
了迎接中部科學園區 1 6週

年，本局於7月26日舉辦「中

科16 引領潮流」週年慶祝活動，現

場有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理

事長沈國榮及立法委員張廖萬堅、

黃國書與上百家廠商CEO代表，約

260位嘉賓到場，祝賀中科16歲生

日快樂。

友達光電董事長彭双浪驚喜演出

獻上最高祝福

慶祝活動以燈光秀揭開序幕，由園

區第一家進駐營運的指標大廠－

友達光電董事長彭双浪先生所屬

WOW SAX樂團，與后里張連昌薩

克斯風博物館四千金共同帶來開

場表演，董事長彭双浪接連以薩

克斯風和口琴演出，並帶領現場來

賓揮舞手中手機，現場一片燈海

彷彿演唱會，讓現場來賓都發出

「WOW」的讚嘆聲，立法委員黃

國書也忍不住開玩笑稱讚彭董事長

是「被企業耽誤的藝術家」。

緊接著，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致詞

各方貴賓齊聚一堂，同賀中科大展鴻圖。

友達光電董事長彭双浪獻上薩克斯風演出，驚豔全場。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3╱

表示，非常感謝園區廠商所做的

努力，同時強調本局將持續積極推

動各項相關計畫，包括二林園區開

發，鼓勵廠商投入創新研發以挹注

園區研發能量，並在既有產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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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需求缺口上，加速軟硬體整合，

引進多元類型的創新研發事業，帶

領園區加速轉型成為智慧綠能與

數位經濟型態的「第二代科學園

區」。

而後，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

理事長沈國榮回憶，2003年到中科

現勘時，現場還是一片荒煙蔓草，

經過10多個年頭，如今已是蓬勃發

展，欣欣向榮的景象。

回顧歷程  感謝現在  邁向未來

活動邀請與會貴賓共同進行「中科

鏈結國際」啟動儀式，儀式結合動

畫方式呈現中科16年來的成長歷

程、今年度的亮點成果與目標，

充滿立體、科技感的動畫充份呼

應今年活動主題「中科16 引領潮

流」，象徵中科引領科技潮流、鏈

結國際的趨勢。

高科技產業瞬息萬變、不進則

退，科學園區身為國內高科技產

業的成長基地，持續創新研發正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因此，

本局除了積極辦理各項鼓勵廠商

與合作學校投入創新研發的相關

計畫外，也特別感謝園區單位所

做的努力，在週年慶的重要場合

上安排頒獎儀式，表揚園區績優

廠商為主軸，頒發創新產品獎、

前瞻創新獎、人才卓越獎、產業

貢獻獎、獎勵園區創業（新）育

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與廠房綠美化

競賽等獎項。

茁茂創新  四生共榮　

完整中科生活圈

今年中科1-4月累計營業額較107年

同期成長17.11%，截至108年6月

底止就業人數達49,279人次，全年

目標朝營業額超越7,500億元，就

業人數5萬人次邁進。除了營業目

標，本局以生產、生活、生態、生

命，以「四生共榮」做為核心理

16位長官、貴賓伸出手掌，共同啟動「中科鏈結國際」儀式。

1.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
2.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
3.立法委員張廖萬堅。
4.立法委員黃國書。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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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建設公共藝術與推動公眾參與

計畫，結合科學、人文與在地文

化，以多元形式的柔和，讓中科成

為在地生活圈的指標與驕傲。

最後，本局特別安排豐富的藝文表

演，邀請到台中市交響樂團帶來

弦樂五重奏，結合聲樂與舞蹈的表

演，為與會來賓帶來一場視覺與聽

覺的身心靈饗宴，在悠揚的琴聲

中，眾人與中科一起分享成長的喜

悅，為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

16週年慶頒獎名單

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研發
補助計畫績優廠商

1.前瞻創新獎：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塔奇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人才卓越獎： 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產業貢獻獎：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獎勵園區創業（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

朝陽科技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台中市交響樂團帶來的弦樂五重奏與舞蹈表演。

1. 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右三）頒發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
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研發補助計畫績優廠商。

2.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右二），頒發獎勵園區創業（新）
育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

居民，感謝曾經或正在為中科

努力的每一個人。中科也會持

續成長茁壯，穩健踏實地為台

灣貢獻。

1

2

中科能順利走過16年，非常感謝現

場與會嘉賓的大力支持，以及科技

部、地方政府、科學園區公會、所

有園區廠商與員工，以及周邊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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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沉睡中甦醒的雷龍國

2019 ASPA 領袖會議在不丹
CTSP Delegation Participates in 13th ASPA LEADERS Meeting in Bhutan

2019リーダー会議—熟睡から目覚めた雷龍の王国ブータンに開催

文、圖／投資組  蘇郁惠

亞
洲科學園區協會（ A s i a 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簡稱

ASPA ）領袖會議為亞洲先進科技園

區科技發展經驗的交流平台，邀集

各國科學園區代表共同討論未來發

展及合作議題，近年來傾向由新興

開發地區會員主辦，除可藉以提供

其汲取先進國家分享科學園區開發

經營經驗的機會，並可免除其需派

多人到國外學習的負擔。

在世外桃源發展科技未來

今年領袖會議於6月26至28日召

開，由不丹廷布科技園區主辦。初

抵不丹，一路仰望群山高聳秀麗，

俯視蔥鬱溪谷流水潺潺，陽光灑在

連綿起伏的山坡上，輝映著零落村

戶，顯得寧靜悠遠。不愧為喜馬拉

雅山下的桃花源，即便於蜿蜒山路

行車1個多小時才抵達目的地首都

廷布，也未覺疲憊。

不丹，喜馬拉雅山下的淨土，面積約為台灣1.3倍，人口約70萬人左
右。國內唯一的帕羅機場座落在山谷中，是世界上最難降落的機場之

一。政府為保護國民的生活文化和原始環境，規定遊客須依停留日數

支付每晚最低200美元（淡季費率），其中65美元繳交國用以發展教
育、醫療保健等，所餘支付旅客於當地之食宿門票與交通等開銷。目

前僅有首都廷布、機場所在地帕羅及邊境彭措林3處開放旅遊。因國
民多信奉佛教，虔誠信仰帶來簡單生活的知足，而擁有全世界最快樂

的國家美譽。

鑲嵌在海拔3千公尺峭壁的虎穴寺。

會議在理事會主席、竹科管理局

局長王永壯、不丹資通訊訓練協

會主席Phub Gye i t shen和ASPA秘

書長Sunkook Kwon共同接受名為

「Marchang」的不丹傳統歡迎儀式

下展開，以「科學園區在國家發

展扮演的角色（Rol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s in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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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Nat ion）」為題進行研討，

就聯合國亞太經濟與社會委員

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 c i f i c）發表科學園區白皮書報

告，分享設立科學園區需考慮及

評估的項目。

為符ASPA「致力於推動亞洲地區

科學園區的發展及合作，進而促

進經濟共榮」宗旨，日本神奈川

科學園區、韓國Gyeongbuk科學園

區、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等亦於會中

發表各該科學園區發展的理念及執

行方式，期藉區域科技經濟發展經

驗分享，達創富亞洲之目標。

實地參訪廷布科技園區（TTP），

執行長Tshering Cigay Dorji博士表

示，該園區為不丹第一個IT園區，

因具有穩定的電力供應、成本較印

度低廉、擁有專精IT／ITES產業的

英語人才、政府的獎勵措施及設有

創新與技術中心等優勢，故自2012

年5月營運以來，吸引來自當地及

美國、加拿大、瑞士、澳洲、孟加

拉等7家國際IT／ITES公司進駐，並

有加速器協助新創公司發展。目前

區內從業員工逾700名，其中當地

青年600多名，有效促進該國IT／

ITES產業發展與提高就業率。

同時尊重科學與傳統文化

保留最美好的一面

在不丹，視野所見盡是數百年歷史

的古建築與文物繪畫，經常可見

轉經筒，在廷布市紀念第三任國王

的國家紀念碑前，轉經處可是滿

滿人潮。除了古剎，還有「宗」

（Dzong），宗是古代用來防禦敵

人的堡壘，在現代，許多宗成為政

府行政機關所在地與宗教場所合一

的場地。會議結束隔天，主辦單位

安排到鑲嵌在峭壁的虎穴寺朝聖，

相傳佛教祖師蓮花生大師騎著飛虎

到此伏妖降魔，並在山崖中洞穴潛

修3個月，為不丹人奉為最神聖莊

嚴的寺廟之一。雖說未訪虎穴寺等

於沒來過不丹，但對要征服海拔3

千公尺才能一窺究竟的遊客而言，

上山絕對是個挑戰。

儘管我們騎不了飛虎，只能騎馬代

步，但也只能騎到半山腰，之後

必須腳踏實地緩慢前行。當爬行到

最後，放眼望去竟是一條上上下下

來回曲折且不見盡頭的階梯路時，

頓時有種懷疑自己身在何處的厭世

感；在坡度不太友善的高原，下山

也是步履艱難，來回逾6小時，返

抵山腳時已是體力耗盡地雙腿癱

軟。此時，只見身著不丹傳統服裝

的領隊，氣定神閒地拿出為大家補

充體力的巧克力時，大夥兒笑顏逐

開，只有感恩與讚嘆。

台灣科學園區的設立不僅帶動了區

域經濟均衡發展與地方繁榮，為台

灣經濟開啟新扉頁，成功發展的經

驗更是許多開發中國家欲學習的模

式，藉由參與科學園區相關之國際

性組織活動，除可分享發展經驗，

攜手共創富足，更可藉以展現台灣

科技實力，對國內科技產業拓展海

外市場更具正面效益。

1. A S PA理事會主席、竹科管理局局
長王永壯、不丹資通訊訓練協會

主席Phub Gyeitshen和ASPA秘書長
Sunkook Kwon（台上右至左）共同
接受「Marchang」的歡迎儀式。不
丹男士於正式場合會在傳統服裝上

加上白色綬帶。

2. 廷布市國家紀念塔。

3. 廷布的札西曲宗是不丹國王及宗教
領袖夏季辦公場所，辦公日下午5時
下班後，開放遊客參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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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盧素壁

中科挺新創  扎根漸茁壯
CTSP Provides Multiple Consulting Services to Foster Startup Teams

ベンチャー企業は発根したくましく成長

本
局致力扶植新創團隊

多年，輔導成效開始

浮現。所輔導之新創團隊

參加科技部108年度第一梯

次創新創業激勵（FITI）計

畫，計有5個新創團隊入圍

決選獲得佳績，其中「天氣

即時預報」團隊獲得「創業

傑出獎」，獲得200萬元創

業獎金；Gt鋰電池、Need 

us、譜曲辰以及卡維蘭等4

個團隊獲得「創業潛力獎」，25萬

元創業獎金入袋，獲獎團隊產品技

術專注於「AI大數據」、「能源科

技」、「醫療器材」、「無人機」

及「循環經濟」呈現出本局多元化

的輔導成效。

新創團隊  嶄露頭角

在本局輔導下，新創團隊於其他

競賽也大放異彩，「選優團隊」

及「芙姵爾」獲科技部「預見新

創」計畫推薦參加新加坡新創展

InnovFest Unbound，其中「選優團

隊」更搶進「台灣雲豹育成計畫」

前30強；「醫鍵團隊」獲得戰國策

創新創意組第2名並進入「雲豹育

成」前30強，「譜曲辰團隊」榮登

戰國策實踐創業組第1名，「卡維

蘭團隊」則奪得經濟部「創業歸故

里」計畫並入圍「雲豹育成」第1階

段。未來本局仍為新創團隊強力後

盾，全力提供所需之商業模式、財

務規劃、智財佈局、廠商鏈結及籌

募資金等服務。

今年6月份大河山田、如峰數位設

計、發芽科技及鼐克新等4家新創公

司進駐本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

地，基地也將引進加速器進駐以鏈

結產業與業師資源，

可望將吸引更多優秀

及多元的新創團隊進

駐，有效促進新創團

隊跨域結合，強化創

新能量，發揮中部地

區產學研聚落優勢，

打造創業資源分享媒

合平台，期藉由全力

扶植新創團隊及強化

創新能量，落實中部

地區創業生態體系在

中科扎根。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右一）頒發創業傑出獎予中科所輔導天氣即時預報團隊。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第二排左五）、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榮譽董事長（第二排左四） 與所有獲獎團隊及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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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AI產業的努力，本局向來

不遺餘力，尤其辦理「中科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外界有目

共睹。為使辦理業務更加專業，科

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於108年7月5

日，率科技部專業幕僚團隊前來本

局進行業務指導與交流，當天在本

局代理局長許茂新陪同下，再次視

察中科智慧機器人自

造基地及前往「金可

集團永勝光學公司」

進行參訪。

把握機會

讓專業精益求精

本局同仁素來對於業務上的要求

非常高，在知悉科技部幕僚團隊

前來進行業務指導與交流資訊

後，便踴躍參與報名，當日會場

更是座無虛席，會中同仁仔細聆

聽、積極發問，與科技部幕僚團

隊互相交流，只為讓專業更專

業。

從育成到創客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業務交流結束後，前往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自造基地以

建置軟硬體設施及AI智慧機器人

教育訓練試作環境，配置多元自

造空間、多項專業創客設備與國

際競賽場域，以培養未來新世代

產業所需人才為目標，讓自造教

育向下扎根。當日許政務次長除

向F IRA（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

大賽）代表隊準備狀況表達關心

外，另與友達公司及金葵公司等

創客團隊熱情互動，瞭解創客團

隊的需求。

參訪永勝光學公司

行程最後，前去拜訪永勝光學公

司，該公司是金可集團百分之百

轉投資子公司，

集團定位為隱形眼

鏡、護理液及潤眼

液之製造及銷售，

「海昌®」隱形眼

鏡現已成為國際知

名的品牌。當日在

董事長蔡國洲熱情

接待，與陪同參訪

人員參觀產品展示

廳及進行交流下，

完美結束行程。

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右四）、金可集團董事長蔡國洲（右五）與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左六）合影留念。

文／企劃組  徐國基、圖／投資組  林學侃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中）由本局代理局長許

茂新（右）陪同視察自造基地的各項規劃與

軟硬體設施。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再訪中科  看見未來
Deputy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Yu-Chin Hsu Inspects AI 
Robotics Hub at CTSP & Yung Sheng Optical Co., Ltd

科学省次長許有進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を視察

本局政風室主任韋漢梁向科技部幕僚團隊請教業務上需謹慎注意

的細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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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辦理108年度「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經光

電、精密機械及生物技術等3領域專家審查推薦，共有8案產品獲獎，

本次獲獎產品多為具產品技術創新性、技術整合性、國際競爭力或具實用

價值等特性，得獎廠商除獲頒獎勵金外，已於7月26日中科16週年慶上獲頒

贈獎盃一座。

邁向未來的現在進行式

科技部創新產品獎
Congrats! 2019 CTSP Innovative Product Award Winners Announced!

未来に向かう－科学省イノベーション大賞

文 、圖／投資組  廖麗雲

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32吋 UHD 4K 144Hz Mini LED 極速刷新變頻顯示器面板

本產品採用Mini LED直下式背光源設計，精確而即時的調光分

區，提供高精細分區HDR畫面品質，成功超越VESA DisplayHDR 

1000高階專業顯示器規範，克服高解析度與高刷新率間相互制

約的技術限制，

成為業界第一家

量產在UHD 4K解

析度下可達144Hz

高刷新率的L C D

製造商，為電競

玩家打造無比真

實的遊戲體驗。

2. 曜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96吋高效驅動 OLED面板

領先業界推出高效驅動電路，高產品價

格競爭力，擁有超長壽命並改善OLED畫

素烙印，且為台灣製造。

3.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翼龍 (Pterosaur)

輕型定翼式無人機重量僅2.2公斤，滯空時間達70分鐘，可依據地形、環境狀況

以手拋或彈射架起飛，並以飛控電腦進行自動導航飛行，可搭載2,400萬畫素

相機或紅外線攝影機、多頻譜感測器，單次拍攝面積達1,800公頃。

光電領域

精密機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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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調理劑

氣候變遷異常氣候發生頻仍，正瀚生技以5年時間、

耗費數千萬元研發經費，開發出全新氣候調理產品

「Persevere」，幫助作物對抗高溫、低溫及乾旱等逆

境，減少農業損失。2018年已取得美國環境保護署產

品登記，今年起將在全球農業市場正式銷售。

7.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名泉淨水器

師法大自然結合奈米技術造出媲美世界名

泉的健康好水。首創將純矽活化後以獨家

的固化技術做成矽礦化機能濾芯，水通過

濾芯後即產生含矽富氫的健康機能水。友

達晶材矽氫水產製技術已申請多項多國專

利，總計16件，涵蓋歐洲、美國、日本、

韓國、印度與中國，均

為發明專利。我們期許

成為飲水界的Intel做到

Si/H2 inside。

5. 台灣骨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視覺智慧手術眼鏡

本產品應用數位化醫療，將手

術中醫療影像即時顯示

在醫師眼前，將視野和

手術野同步，減少視角

誤差造成的風險，手術當

中同時也降低重複照射X光的次數，保護病人

和醫護人員，避免長時間曝露在輻射線下的危

害，成為手術大幅進步的關鍵工具。

4.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
公司

新一代長效型干擾素

使用原創性長效型蛋白質藥物研發P E G技術平

台，配合跨國研發合作模式，取得歐洲藥物管

理局（E M A）核發治療真性紅血球增生症新藥 

Ropeginterferon alfa-2b（商品名Besremi®）上市許

可，創下台灣首張EMA核准的蛋白質新藥紀錄。

生物技術領域

8. 金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HAVITAL®口服玻尿酸

HAVITAL®口服玻尿酸系列是與台中榮總技術合作，玻尿酸原料經酵素分

解、蛋白質含量最低控制、MF／HUF最適化製程及科學化配方／安定性測

試，因此深受國內醫療群專業醫師肯定；HAVITAL®口服玻尿酸系列經專業

醫師群推薦，已列入2019年全國藥品年鑑，供專業醫師及藥師使用，一般

保健品甚少被推薦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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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林柏龍

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

區，過去曾經是台灣花卉、

蔬果、薩克斯風及五金零件重要產

業腹地，其周邊建物地景風貌也隨

著時代的演進大幅改變，見證台灣

產業轉型。自后里園區設立至今，

不斷致力於高科技研發、生產、生

活與休憩於一區域的人性化環境，

並引進人才，建立高科技產業發展

基地，在發展上著重考量產業的節

能永續、創新與AI智慧，重視環境

品質與產業的環保，並以「智慧中

科、創新驅動、低碳園區、區域共

榮」作為園區設置目標，亮麗的發

展成果有目共睹。

科技產業與在地文化的多元融合

本案為后里園區第一次規劃設置公

共藝術，徵選方式為公開徵選，

正選作品「飛躍AI」從13組國內外

精采的作品中脫穎而出，作品

理念結合花卉與科技意象，呼

應在地花卉觀光及科技產業對

后里的重要性，創作意涵更呼

應中科發展，彰顯作品的地標

性。

系列作品1「飛躍AI－I」，設置

地點位於后里園區山豐路與后

科路口之綠地，由法國國家建築師

從自然界找尋靈感，作品外型以海

芋發想，以數學和自然等內在秩序

為設計概念，利用方程式和參數模

擬數據等等，設計出多變的幾何變

化與力學造型，以現代科技工藝重

新詮釋花卉「經驗」與「知識」的

整合之美。

系列作品2「飛躍AI－II」，設置地

點位於七星園區三豐路與星科路口

及周邊綠帶，由台灣新生代藝術家

以文心蘭結構轉化為類比AI創作，

並結合擬生物思考、細胞分裂模

組，神經學傳導結構，作品如六角

體的彩色泡泡，由核心放射四周，

點、線、面360度，隱喻著AI科技

智慧傳遞的意象。

本次策展2件永久性作品預計於109

年4月完成，分別採用國內少見的

鋁合金材質與彩色電鍍塗層，透過

材質表現展現在地花卉產業升級及

中科創新技術，藝術家特別考量台

灣高溫炎熱的天氣，因地制宜設計

具有遮蔭效果的大型戶外地標式與

可乘坐休憩之造型街道家具作品，

相當值得民眾進入探究玩味。

期盼透過藝術作品與民眾交流

本局期望藉本次公共藝術，帶領民

眾看見科技與藝術交織的美麗光

火，讓民眾透過與作品的近距離接

觸、互動過程，感受藝術與地景交

織的細膩情感和多樣的姿態，並藉

本計畫辦理一系列的美學教育推

廣、民眾參與活動讓大家更貼近中

科，從中品味后里園區的另一番風

貌。

作品名稱：飛躍AI-I
藝術家：Marc Fornes（法國）
作品尺寸： 長1,120cm、寬1,100cm、高740cm ±5%
作品媒材：鋁合金

作品名稱：飛躍AI-II
藝術家：馬君輔、賴亭玟

作品尺寸：直徑360cm、高315cm ±5%
作品媒材：光面不鏽鋼鋼管、幻彩電鍍鍛造

花朵

飛躍AI─后里園區公共藝術
CTSP Public Art: Great Leap of AI

飛躍を遂げるAI産業—后里パークのパブリックアー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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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4次

會議於6月28日於科技部召

開，會中通過中科1家投資案，為

精密機械產業之台灣托納斯科技有

限公司。

台灣托納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研發

製造走心式車床與多軸車床、走心

式車床的主軸與電動導套。產品主

要應用在鐘錶、電子、機械、汽

車、牙科及骨科等直徑不超過直徑

42mm且精度要求高之小型零件。

主軸、導套是走心式車床的靈魂，

本案產品的主軸和電動導套均搭配

陶瓷滾珠軸承，即使在高負荷下，

也能確保良好的熱穩定性、精度和

耐用性，採用直接驅動導套可實現

高速度、高精度的加工，並配合副

主軸及棒材輸送機進行全自動化連

續大量加工，因而縮短加工循環時

間並提高表面光潔度。

公司產品具高剛性結構及高度熱穩

定的機身，能夠有效長期且穩定地

加工高硬度的不鏽鋼、工具鋼、鈦

合金、鎳合金等金屬。另高度模組

化的刀具系統，能在機台內有限的

空間被充分而彈性的應用，並快速

的裝卸及設定。

目前在台灣的走心式車床以日系

品牌為大宗，大多在海外生產製

造，其維修零件的價格與售服效率

普遍地存在一定的限制。台灣托

納斯公司引進母公司瑞士商Tornos 

Management Holding SA具130多年走

心式車床技術，如今已在台灣深耕

發展，建立生產製造團隊，並結合

台灣工具機製造業發展的優勢，提

供高科技、高品質之產品行銷全世

界。

文、圖／政風室  陳佑任

圖利還是便民？童叟須知的簡單法律概念
CTSP Host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or Enhancing 
NEHS@CTSP Students' Anti-Corruption Legal 
Knowledge

利益を得るか国民にやさしいか？  子供から老人ま
で知るべき簡単な法律観念

文／投資組  林雲志

多軸複合車床製造商─托納斯科技有限公司
New Force at CTSP: Tornos Machine Works Ltd.

多軸．複合旋盤メーカー—Tornos Machine Works Ltd.

炎
炎夏日是學生最愛的暑假，

本局政風室也選在此時為平

常忙碌課業的學生們補充一下生活

中一定要知道的法律觀念；於108

年7月12日前往國立中科實驗高級

中學辦理108年度「廉政教育法紀

宣導」，延請台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陳宜君為參加暑期輔導的七、

八年級同學講課，活動開始，先播

放法務部廉政署微電影《蔥花麵包

的滋味》，以輕鬆的方式介紹廉能

守法的重要性，接下來再由陳檢察

官以淺顯易懂的圖片及案例講解圖

利與便民的不同，圖利為具備公務

員身分之人員在明知違背法令的情

況下使自己或他人獲得具體不法利

益，然便民則係在不違背法令規範

下，使人民獲得便利，兩者截然不

同，但若觀念不清常會混淆，經過

陳檢察官精闢的講解及舉例，同學

們皆聽得津津有味，且與講座互動

熱絡，相信守法的觀念已深植在同

學們年輕的心靈中，未來不論是從

事各行各業或成為政府公務人員，

這份守法及堅定原則的觀念，將產

生深刻的影響，使他們能堅持守法

原則，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台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宜君。

廣受好評的SwissNano系列車床。

新知講堂



零
職災」是本局推動園區安全

衛生績效的目標，簡短的三

個字，需要所有園區事業單位持續

不斷的努力及堅持。除了督促各事

業單位之安全衛生措施需符合相關

法令規定、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之訂定與執行外，更期望各廠

皆能推動安全衛生文化、凝聚價值

信念及共識。

園區整體的安全衛生績效，在園區

工安促進會及各廠安衛主管、人員

的辛勞下逐漸提升，107年未發生

重大職災案件。展望未來，各廠仍

需再接再勵，推動園區安全衛生文

化，融入所有勞工的日常生活中，

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數據分析  探究職災原因

如圖所示，探究肇災原因，被夾、

捲導致重大傷害之職災，除了1件

為未設置足夠護圍、護罩等防護措

施外，主要因為勞工從事機械之檢

修、調整作時，未依公司訂定之標

準作業程序規定，停止相關機械運

轉，並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

（8件中佔6件，另一件為不當配戴

防護具者計1件）。其他災害類型

之發生原因亦多為「不安全行為」

所導致，由此看來，園區整體之安

全衛生文化推動尚待加強。

加強溝通訓練  共創安全文化

勞工之不安全行為往往與其危害意

識薄弱、不正確安全觀念及態度有

關，再加上機械設備上未有本質安

全之設計或監督管理不足即容易導

致災害發生。因此，本局今年宣導

園區各事業單位應再加強全面性

的「工作安全分析」與「安全觀

察」，期望各廠能由最高主管宣示

決心與以身作則、全員參與，透過

工作風險鑑別與分析、擬定安全衛

生改善措施，全面推展教育訓練、

溝通以建立安全文化，使員工學習

如何創造安全良好的工作環境。

「

主管向同仁說明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107年廠商職災申報職災類型比率分析

新
知
講
堂

Training Session

14╱Aug. 2019

文、圖／環安組  陳志達

共創安全文化  避免職災意外
On Improving Safety Awareness to Prevent Occupational Injuries

労働災害”ゼロ”を目指す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左四）、臺中市調查處副主任黃金泉（左三）、勤業眾信副總經理鄭淑芬（右四）。

本
局為提高園區企業營運警

覺，繼1月22日法務部臺中地

檢署與本局共同舉辦「營業秘密保

護與犯罪偵查座談會」，企業參與

盛況後，針對警察調查單位的內部

講習也陸續於3月19日舉行。為持

續加強企業資訊保護與預警鑑識能

力，本局特地再增加辦理本次講習

會，獲廠商代表熱烈參與，本局代

理局長許茂新亦親自致詞表示，期

望在法規制度、實務調查外，再加

上持續更新的實務做法，在企業內

部加強預警下，可以全面地、完整

地做到營業秘密保護。

本講習會於7月24日邀請法務部調

查局台中市調查處副主任黃金泉與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公司副總經理鄭

淑芬與協理劉婉蓉分別為園區廠商

說明，講習主題計有企業營業秘密

暨資料安全保護之領域，營業秘密

外洩的偵測與調查，企業常見的營

業秘密管理缺口與風險防控實務等

案例分享，讓參與廠商受益良多。

謹記三大要件　秘密性、經濟性

與合理保護措施

黃副主任係就「企業營業秘密暨資

料安全保護之領域」分享，介紹營

業秘密法之立法目的、構成要件如

合理保護措施、秘密性及經濟價值

等，並從常見犯罪類型等面向分析

探討預防措施，帶領園區廠商瞭解

營業秘密之義涵，並強調營業秘密

的三要件「秘密性、經濟性、合理

保護措施」分別定義並說明合理保

護措施與否的重要性。

本講習另針對事件發生前的預防作

機制建立，企業可加強營業秘密硬

體與軟體的建置，不論是進出管

制、電腦周邊器材有限制的使用與

監控、軟體大數據的分析與數位鑒

識工具等等，將大大發揮早期預防

早期治療的效果。

最後若企業不幸遇到此類事件發生

時，應如何處置能使傷害降到最

低，建議可循救濟的程序，從「刑

事到民事」、並向法院申請「定暫

時狀態假處分」，可以將損害降到

最低。

Training Session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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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商組  洪新墉、圖／投資組  吳宗浩

鑑識外洩風險  保護營運資訊
Lecture on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 Information Security

情報漏れを防ぎ  営業秘密を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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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活動感謝園區廠商熱情參與，為提升園區產業競爭力而努力。
2.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深經理林楷。
3. 捷盛報關中區業務部經理黃秋敏。

1

2

3

為
增進園區事業了解保稅區營

業稅申報與進出口通關實務

作業、中美貿易戰影響及各國自由

貿易協定互免關稅等相關規定，並

採取有效因應策略，本局特於7月

16日辦理「保稅區營業稅申報與進

出口通關實務」講習會。

雙管齊下的現行法規與個案解析

講習邀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

務服務部資深經理林楷會計師講授

「保稅區營業稅申報相關課稅規

定」，林會計師擁有10年以上審

計、稅務、內部控制制度輔導、工

商法令等相關豐富經驗，該事務所

在本局工商服務大樓設立服務據

點，積極提供園區廠商相關服務。

林會計師在三角（多角）貿易型態

進行深入淺出的案例分享，就交易

是否為營業稅課稅範圍、銷售額

應按總額或得按差額申報、國內組

合加工出口、適用零稅率或應稅、

應否開立發票、海外發貨倉相關函

令及申報相關文件等規定有精闢解

說。

講習另由捷盛報關中區業務部經理

黃秋敏講授「中美貿易戰關務措施

暨進出口通關經典個案解析」，黃

經理任職捷盛報關20餘年，對進出

口海運全方位報關及物流規劃有豐

富的實質經驗。

黃經理精闢講述中美貿易戰影響，

並分享在通關細節、風險控管及防

範損失發生等案例；對於美國對中

國加徵關稅的影響及廠商如何取得

臺灣產製證明詳細解說，以減輕租

稅負擔。此外提到原產地認定原

則，廠商若有疑慮，是否具「實質

轉型」（包括稅則前六碼相異、附

加價值超過35％、重要製程）以判

定原產地國，倘廠商輸美產品原料

來自多國，建議可以事前向美國海

關暨邊境保護局（CBP）以個案考

量申請預審，判定原產地，避免被

課徵較高的關稅。

講習最後在廠商代表與講師熱烈互

動問答後，圓滿完成。

文、圖／工商組  邱美祝

觀察國際情勢  因應保稅策略
Lecture on Import & Export Customs Clearance Operation and Filing 
Business Taxes in Bounded Zones

保税地域の営業税申告と通関業務について

溫馨提醒

為配合貨品查核，自108

年1月21日起，進口「太

陽能電池」需檢附出口

國、產製國政府或其授權

單位出具之產地證明。

需檢驗報驗產品，廠商應

主動申報，逃避商檢者，

最高處新台幣200萬元罰

鍰。



本
局為提升勞工職場安全衛生與環保相關議題之重視及

參與，於每年工安環保健康月中規劃兒童繪畫比賽，

以寓教於「畫」方式，讓工安與環保意識從小扎根，邀請園

區周邊學校學生踴躍投稿參賽。本次投稿參賽作品共計有152

件，經美術專業老師審查後，各組得獎名單已公布於本局官網

（https://www.ctsp.gov.tw），將訂於8月14日舉行頒獎儀式。 

幼兒園組特優
作者：宋承曄  作品：海底垃圾清理員
賞析：畫面色彩飽和，構圖有律動感，主題符合海洋環

保，層次分明，繪圖內容豐富，點、線、面安排錯落，

技法多元。此外，畫面構圖大方，且具律動，材質使用

豐富，創造

出多層次肌

理，也使畫

面生動了起

來，尤其是

水流的層次

極富變化。

小學一至三年級組特優
作者：陳品妤  
作品：定時注射疫苗 健康沒煩惱

賞析：人物表情生動，色彩大膽，人物肢

體表現活潑，線條有自信，善用不同繪畫

技法使繪圖的主題讓觀看者印象豐富。在

做好外在條件的安全預防之前，對個人自

己的保護及維護是最基本的認知學習。色

彩表現豐富具暖度，地板破碎感的裂痕非

常有效果。

小學四至六年級組特優
作者：卓孟欣   
作品：看見紫斑蝶

賞析：構圖大膽，主題表達愛護環境生態，復

育台灣紫斑蝶，水彩技法成熟，使觀看者能一

目了然作者的表達。採用柔性題材，呈現出人

性關懷，極具巧思的構圖安排眼球做為對紫斑

蝶及環境生態的「注視」焦點，手法表現非常

細膩。

Park Activity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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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王啟嵩

工安環保健康月

兒童繪畫比賽特優作品賞析
Children's Art Gallery of Industri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nth

労働安全と環境保護に関する子供絵画コンクール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雙語部第二階段招生
2019 NEHS@CTSP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School Students 
Second Admission Opens

国立中科実験高級中学　2019年度バイリンガル養成クラス募集開始

招生對象：7-12年級
TARGET STUDENTS: GRADE 7~ 12

入學申請：07/18-08/23
APPLICATION: JULY 18-AUGUST 23

入學測驗：08/27
ENTRANCE EXAMINATION: AUGUST 27

第二階段入學名單公告：08/28
ENROLLMENT LIST ANNOUNCEMENT: 
AUGUST 28

註冊／新生訓練／開學日：08/30
REGISTRATION/ORIENTATION/FIRST DAY 
OF SCHOOL: AUGUST 30

來自西班牙的校長與實中的孩子分享西班牙文化。

Spanish cultural sharing.

實中與德國多貝爾盧格．基爾夏因教會學校進行文化交流。

The Cultural exchange project between Evangelisches Gymnasium 
Doberlug-Kirchhain and NEHS.

MORE INFO LINE

 http://www.nehs.tc.edu.tw/
 04-25686850#2100、3001

108學年度起中科實中雙語部7至12年級正式招生，同

時啟動108課綱新制，中科實中將結合園區資源與

雙語部師資，融入於課程教學中，透過跨部課程交流落實學校

特色課程，並且推展國際合作，與歐美日（大阪府立千里高

校、熊本高校）等學校進行教育、行政與文化交流，深化拓展

國際寰宇視野，實踐新課綱素養精神，培養國際行動能力人

才，同時兼顧藝術陶冶與人文素養的蘊涵，提供莘莘學子優質

的教學設備與環境，形塑實驗中學獨特的校園氛圍，打造一所

科技與人文溫馨對話的學園，邁向更卓越的中科實中。

園
區
活
動

Park Activity

18╱Aug. 2019

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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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秘書室  林素娟

當文書檔管遇見咖啡
Archive Management Seminar with Coffee Festival

公文書管理とコーヒーDIYコース

  再忙，也要喝杯咖啡」，這

句話已經不是純廣告用

詞了，它早已走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中。

工作與咖啡

身心健康是優質工作表現的重要因

素之一，為了保持身心健康，除了

多運動外，心情愉快也同樣重要。

咖啡是大家普遍用來提神，增加工

作效率的好朋友，尤其透過磨豆、

沖泡咖啡的過程，咖啡

香四溢迷人，光聞香氣

就能使人心情愉快∼真

是我們工作時不可或缺

的好夥伴。

文書檔管與咖啡

公務體系中，工作需處

理大量的公文書，為使

同仁瞭解文書及檔案管理作業的內

容，以及宣導常遇的問題如何解決，

達減少錯誤行政流程，提升工作效

益。本局於6月28日辦理講習，主題

分別為文書及檔案管理作業的基礎課

程及檔案應用特展MIX COFFEE DIY，

經過精彩十足的文書及檔案管理作業

內容介紹，接著導覽「Time Travel of 

CTSP」－檔案徵集應用特展，並結

合咖啡DIY的活動，讓同仁沈浸在滿

室咖啡香中，悠閒地欣賞展覽、

品嘗咖啡，相互交流心得，是一

個兼具充實專業知識及增進聯誼

的好時光，更在忙碌的工作中留

下愉快美好的回憶。

「

1.  文書檔管講習結合咖啡DIY活動，歡樂的現場合影。

2.  秘書室科員黃冠蓉導覽「Time Travel of CTSP」－檔案徵
集應用特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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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趙庭佑

呵護虎尾園區樹木
Discover CTSP: Regularly Pruning Trees to Beautify 
Huwei Park

虎尾パーク植木の刈り込む方法

今
年夏天炎熱多雨，在虎尾園

區，可以觀察到景觀植物在

陽光與雨水熱情的滋養下枝葉繁

茂，也給了小鳥小蟲一個棲息環

境，與我們人類和平相處。

植物的枝葉如同人類的頭髮，需要

定期修剪保養，缺少修剪會讓枝

葉量過多，產生通風採光不良，就

會讓大樹生病，甚至颱風來臨時容

易產生斷枝導致公共危害；但修剪

過多或修剪方式不適當也會讓植物

受傷甚至感染病菌，造成枯萎或死

亡，因此本局在園區景觀樹木的修

剪維護上，制定了一套愛惜樹木的

標準，讓樹木能年年健康成長，並

每年委託專業廠商

悉心照料，園區的

小樹群漸漸的發育

成森林，每個人得

以在園區沐浴大自

然的懷抱。 

園區之美

虎尾園區

1.  虎尾公1公園兒童遊具周邊綠蔭。

2.  虎尾公2公園大草坪。

3.  虎尾科雲北路旁行道樹及灌木植栽。

也許你曾見過這樣的作法，以為這

次剪多一點，下次就能少剪一點，

這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為過度修剪

會促進植物產生危機感，進而加速

生長誘發大量徒長枝條，使得下次

修剪要花更多功夫才能完成，如同

人的毛髮剪越多次反而會越粗，

因此要享有健康的

森林，得要

細心地去

照料這些可愛的小樹，才能頭好壯

壯，也請大家共同愛惜這片樹林。

疲累時，不如到園區作個森林浴，

享受著夏日獨有蟬鳴鳥叫，慢慢緩

和近來忙碌的步調，加油充電一

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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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學侃

清新飽足新選擇—橫山銘製三明治
CTSP Delicacy: Yokoyama Sandwich

さわやかな味ー横山銘製フルーツサンドイッチ

1.  親切熱情的黃老闆，熱愛水果三明治。
2.  貨櫃屋的店面雖小，但設計精緻簡約、別出
心裁。

3.  冬季限定的天使草莓卡士達，總是讓顧客一
來再來，念念不忘。

位
於中科購物廣場周邊的貨櫃

屋小店中，有一間橫山銘製

三明治專賣店，憑藉著新鮮美味的

水果三明治，迅速征服喜愛輕食甜

品的民眾們。

從不間斷的台日美食文化交流

2019年，台灣的珍珠奶茶在日本掀

起了一波熱潮，堪稱是台灣飲食文

化輸出到日本的成功代表之一。相

同地，台灣人對日本飲食的接受度

向來很高，諸如壽司、拉麵、抹茶

等等，細水長流地融入到台灣的飲

食習慣中。而橫山銘製三明治的創

店老闆黃先生，也是因為30歲那年

到日本打工渡假，深深愛上當地的

水果三明治，決定把這道健康美味

帶回台灣。

70年次的黃老闆曾任餐廳採購，

職場生涯安穩順遂，卻少了些工作

的熱情，加上深深喜愛日式水果三

明治，沉澱許久後，決定跳脫舒適

圈，在去年10月與朋友合作創業，

為了連結在地，將鄰近的橫山村與

三明治組合並取其諧音，品牌「橫

山銘製」就此誕生。

為了確保三明治的新鮮和衛生安

全，黃老闆每天五點就得起床準

備、製作三明治，再將做好的三明

治送往店家上架販售。為了堅持夢

想，黃老闆對於辛苦總是甘之如

飴，笑口常開，用最親切最感謝的

態度去對待每一位上門的顧客。

當季新鮮水果  嚐一次就難忘

橫山銘製三明治堅持採用當季的新

鮮水果，幾乎所有產品都有季節限

定，像是秋冬時節是以相當受歡迎

的草莓為主，即便現在是夏天，

也時常有顧客念念不忘，詢問為何

沒有賣草莓三明治？而黃老闆認為

台灣水果的品質已經是最好的了，

沒有必要為了賣非當季的水果而去

使用罐頭水果或是進口水果。相同

地，冬天也是吃不到夏天熱賣的芒

果三明治喔。

除了草莓、芒果，黃老闆也持續開

發各具特色的水果三明治，例如酸

甜清爽的奇異果檸檬，蜜甜醇厚的

花醬香蕉巧克力，以及芝麻培茶、

葡萄乳酪、抹茶哈密瓜等等。還有

四季皆有的長銷商品—台灣最大眾

口味的芋頭奶凍。倘若來到中科購

物廣場，一定要試試兼顧健康與美

味的橫山銘製三明治！

橫山銘製三明治專賣店

營業時間：10:00∼18:00，禮拜三公休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281巷8號

電話：04-2462-8690

1

2 3

水果卡士達（綜合口

味）不僅美味而且兼

具美觀，是時下網紅

熱愛的打卡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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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商周出版社提供

悠遊書海—

語音搜尋、聲控秘書變成主流的未來
CTSP Reading Fun: How Voice Computing Will Transform the Way We 
Live, Work, and Think

読書におすすめー声で制御する未来

你
是否想像過靠語音開啟的一

天？語音助理在預設的時間

喚醒你，提醒你今天早上的會議地

點，順便幫你在星巴克訂購一份早

餐，為你規劃不塞車的通勤路程，

同時告知哪裡還有空的停車位⋯⋯

過去，我們需要逐一靠手動觸控執

行的事宜，頓時變成只要「出一張

嘴」就能完成，這些囊括生活每個

層面的商機，早已是Google、亞馬

遜（Amazon）、蘋果（Apple）與微

軟（Microsoft）的兵家必爭之地，下

一波科技巨浪──語音運算（voice 

compu t i ng），即將引發購物、搜

尋、廣告、語音助理等眾多產業的

海嘯！

除了愈來愈多的App可能即將毫無用

武之地，我們最常用的Google搜尋

可能也面臨巨大的變化──語音助

理只會提供一個答案，無法羅列一

整頁的關鍵字搜尋結果，更無法引

導使用者點入頁面裡瀏覽，這除了

會影響你我搜尋資訊的結果，更將

大幅影響企業廣告與行銷的策略，

而根據估計，2020年後將有50％的

手機搜尋是透過語音進行，語音購

物更會從20億成長到400億美元，語

音科技約有1,000億個裝置可待開

發（目前全世界大約有50億支手

機），這塊「聲控經濟」的市場

無疑是充滿挑戰，但又是商機無

限啊！

資深科技記者詹姆士‧弗拉霍

斯（James Vlahos），在《聲控未

來：引爆購物、搜尋、導航、語

音助理的下一波兆元商機》（Talk 

to Me）一書中，全面探討語音辨

識科技的未來與影響，從Google、

亞馬遜、微軟、臉書等企業如何

在此進行軍備競賽，到聲控如何

改變人們的消費與生活行為，甚

聲控未來

作者：詹姆士‧弗拉霍斯

          （James Vlahos）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9/07/02

至改變廣告模式和行銷手法，最

後探討聲紋隱私與聊天機器人的

倫理議題，是第一本針對聲控經

濟的重量級趨勢巨作！

不是每個人都能馬上學會怎麼

「滑」手機，但無論男女老少都

知道怎麼開口講話，甚至未來我

們對機器說的話，可能會比跟另

一半講的還要多。聲控取代觸控

指日可待，語音不只將改變我們

建立關係的方式，也改變我們獲

取資訊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當聲

控主宰了我們的世界，我們也將

聲控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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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何怡佳

廠商人才媒合好  就業服務最周到
CTSP Sets Up Employment Service Counters for Local Employers & 
Employees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内の労働者数は史上最高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馴龍高手3

◎ 放映時間  108/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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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
◎ 片長  1小時45分

故
事從一個維京族少年和一隻叫夜煞的神秘飛龍開始，建立起令人

意想不到的深厚友情，這對好麻吉在各自的成長歷程中，踏上一

場驚險刺激、感動人心的冒險旅程。歡迎來到影史上最受喜愛的動畫系

列電影之一，最精采絕倫的最終篇章：《馴龍高手3》。

小嗝嗝和亞絲翠一起成為博克島的新族長之後，建立了一個既輝煌又混

亂的龍之烏托邦。但是當一隻母「光煞」出現之後，同時博克島又面臨

有史以來最可怕的威脅，小嗝嗝和沒牙就必須離開他們唯一的家園，前

往一個大家都以為只存神話中的龍國秘境。當他們發現各自的真正使命

之後，小嗝嗝這名龍騎士和他的飛龍沒牙，將為了捍衛一路走來所珍惜

的一切，前往世界的盡頭，共同奮戰到底。

中
科園區就業人數於108年6月達49,279人

次，開創歷史新高。中科園區成立於民國

92年，目前有引進精密機械、奈米材料、生物技

術、通訊、光電及積體電路、綠能等產業，提供

更多元化的就業機會。

為了滿足園區廠商的人力需求，本局於台中園

區、后里園區、虎尾園區都設立了就業服務台，

協助園區廠商辦理徵才業務，倘園區廠商有求才

需求，可逕洽後列就業服務據點。

中科園區就業服務連絡電話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環安組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

電話：04-25658588轉7920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豐原就業服務站中科就業服務台   

地址：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1號

         （中科管理局工商大樓1樓）

電話：04-25607437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豐原就業服務站后科就業服務台   

地址：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427-1號

電話：04-25588041

雲嘉南分署虎尾就業中心虎尾園區就業服務台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科虎三路31號

電話：05-6364656

普



7/25

7/18

7/31

7/4

7/17

平潭綜合實驗區嵐城片區開發管理局局長萬順燦（左七）率團參訪，本局建管組組

長洪耀堂（左六）接待。

遇見中科薪未來—1日中科體驗營，第一梯次參訪。

普台高級中學惠沁宜主任（第一排右三）率團參訪中科，本局投資

組業務推展科代理科長趙士玲（第一排右二）接待。

科技部駐歐盟科技組蔡錦俊組長（右二），駐捷克

科技組顏宏偉組長（左一）及駐俄羅斯代表處施元

丁秘書（右一）參訪，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左二）

接待。

參
訪
交
流

CTSP Visitors

24╱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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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機台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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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員

1. 無塵室作業、電腦操作、機台操作經驗。2. 配合四休二
連操日夜勤務及加班。3. 薪資待遇：35,000~40,000。4. 基
本資格：高中職畢業。

聯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值班／駐廠工程師 

化學品／氣體更換、設備操作、維修、監控及巡檢相關，專
科以上畢。

客服工程師 

1. 廠區內設備生產、裝設、使用、保養及維修等技術作業。
2. 客戶端及廠區外設備日常巡檢、異常狀況排除處理。3. 
協助推廣中區應用設備。4. 專科以上畢。

工安管理員（約聘） 

1. 依循法令、業主合約及公司內部規定辦理有關工地業務事
項。2. 現場工安巡檢稽核及督導。3. 現場各項工安作業協
助。落實執行安衛環保事宜 。5. 工地工安訓練。6. 其他安
全衛生管理及主管交辦事項。7. 專科以上畢。
意者請透過104投遞履歷。

華凌光電（股）公司 
設備工程師—PLC 

1. 設備維修。2. 設備保養。3. 設備改造。4. 物料請購。
5. 設備movein。6. 部品管理。7. PLC及人機程式除錯／修
改。8. 主管交辦事項。

軟體工程師—MIS 

1. 資訊系統維護管理。2. 系統作業流程建置、導入、改
善。3. 專案需求確認、可行性評估。4. 整合測試、個案架
構規劃與建置。5. 使用諮詢，障礙排除、技術支援。6. 報
表開發、軟體專案協作開發。7. 主管交辦事項。

硬體工程師—研發 

1. Total Solution開發案硬體線路評估。2.T otal Solution 開
發案進度追蹤。3. 硬體主被動零組件的搜尋與測試。4. 硬
體PCB線路Layout確認與Debug。

軟體工程師—研發 

1. Total Solution開發案軟體程式編寫。2. 開發案軟體修改
與維護。3. 開發案軟體驗證與Debug。

FAE工程師 

1. 產品簡介。2. 產品問題分析與Debu。3. 客訴客服處理。

製造課長 

1. 擬定年度計畫，訂定各項管理指標。2. 現場6S管理。
3. 生產進度管理。4. 生產品質管理。5. 生產效率管理。
6. 進出物料管理。7. 現場治工具管理。8. 公司政策宣導及
課內內部運作程式之檢討，負責理順流程。9. 主管交辦之工
作事項。

作業員 

1. 生產機台操作。2. 主管交辦事項。

國外業務專員 

1. 市場分析及業績掌控。2. 既有客戶維護以及潛在客戶開
發。3. 客訴及維修品處理。4. 特製品開發掌握樣品設計時
程及產量狀況。5. 詢報價、訂單、交期、品質、帳款等業務
處理。6. 客戶來訪與業務出差。7. 報價／風險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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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
歷：高職以上。

開放廠區面試。

聯合徵才活動預告

臺中市政府108年就業嘉年華活動
時間：108/9/7（六）10:00-15:00

地點：財團法人台中世界貿易中心二館

（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

歡迎求職朋友參加，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AUG.
2019

才啟事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中科108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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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投
資
組 

林
學
侃
、
圖
／
陳
大
明

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拍
攝
地
點
：
台
中
中
科
路

寧
靜
的
午
後
，
獨
自
漫
步
在
宛
如
綠
色
隧
道
的
中
科
路
旁
，

蒼
蒼
鬱
鬱
的
樟
樹
遮
蔽
了
夏
日
炎
陽
，
讓
人
忘
卻
了
不
愉
快
的
細
碎
瑣
事
，

在
輕
風
徐
徐
中
邁
開
活
力
十
足
的
腳
步
。

薰
風
習
習


	CTSP8COVER
	CTSP8COVER
	CTSP8COVER


	CTSP8ZA
	CTSP8ZA
	CTSP8ZA


	CTSP8_Z1-Z12
	CTSP8_Z1-Z12
	CTSP8_Z1-Z12


	CTSP8Z13
	CTSP8Z13
	CTSP8Z13


	CTSP8_Z14-Z16
	CTSP8_Z14-Z16
	CTSP8_Z14-Z16


	CTSP8_Z17-Z18
	CTSP8_Z17-Z18
	CTSP8_Z17-Z18


	CTSP8_Z19-Z22
	CTSP8_Z19-Z22
	CTSP8_Z19-Z22


	CTSP8Z23
	CTSP8Z23
	CTSP8Z23


	CTSP8Z24
	CTSP8Z24
	CTSP8Z24


	CTSP8Z25
	CTSP8Z25
	CTSP8Z25


	CTSP8BACK
	CTSP8BACK
	CTSP8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