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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鄒次長親臨中科  大讚園區發展
Vice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Yu-Han Tsou Inspected CTSP & AI 
Robotics Hub

科技部鄒幼涵次長が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視察
文／秘書室  陳萬教、圖／投資組  沈慈雅

科
技部常務次長鄒幼涵關心

園區建設及A I發展，11月

5日於百忙之中撥冗親臨中科園

區，由本局局長陳銘煌、2位副

局長施文芳、許茂新陪同。上午

先聽取兩項簡報，分別為「科技

部資訊共構機房在本局之運作概

況」，以及「AI基地建置發展業務

現況」，並親至資訊共構機房視

察設備建置及運作情形，慰勞辛

苦人員。隨後前往中科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瞭解該基地為發展AI

所建置之設備現況及業務推展狀

況。下午則至台中園區實地瞭解

科技結合精密機械技術  
開出美麗花朵

另為瞭解園區廠商上銀科技與

在地精密機械業者合作的成

果，鄒次長親自走訪台中花博

后里森林園區，在「聆聽花開

的聲音」展區中，聽取設計團

隊解說設計理念，及本裝置藝

術如何運用現代科技，模擬含

羞草受環境觸動而產生變化的

情形。看到這個令人驚豔的成

品，鄒次長一再讚譽設計初衷

及嘉勉團隊執行力，能夠將科

技融入生活，並期望能有拋磚

引玉之效，進而帶動其他相關

業者投入更多的科技研發。

之後前往友達微美館，該館由

同樣進駐於中科的友達公司以

其所研發之產品，結合巧思建

置而成。鄒次長對於本展場亦

讚譽有加，並相信友達微美館

能成功讓世界看見台灣科技業

者的實力。

常務次長鄒幼涵（右四）、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臺中市政府副秘書長郭坤明（右五）等人於

花博后里園區「聆聽花開的聲音」展區合影。

常務次長鄒幼涵

（右三）、本局局

長陳銘煌（右一）

參觀友達微美館。

園區整體建設現況及用地配置，並

於擴建區聽取台積電之建廠簡報及

未來發展方向，對於科技廠商之建

廠能力給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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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主管聯誼會  打造健康平權職場
CTSP Top Executives Gathering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同業組合2018 役員懇親会を開催

園
區公會11月2日假金可集團

公司舉行高階主管聯誼會，

而本局辦理之「推動職場工作平

權」優良事業單位評選活動，也於

聯誼會中公開表揚獲獎單位。臺中

市政府經發局局長呂曜志、園區

公會理事長沈國榮、本局局長陳銘

煌、2位副局長施文芳及許茂新等

人皆到場與會。

同心協力  讓中科更好

一開始，園區公會沈理事長致詞

時，感謝金可集團蔡董事長提供場

地，以及園區廠商的參與。本局陳

局長致詞時則表示，長期以來，中

科面臨供水、七星及二林園區二階

環評、台中擴建案環差等問題，在

理事長及各界協助下已陸續解決，

感謝大家對管理局政策的配合及支

持。為減輕廠商負擔，園區訂定租

金調漲上限為10%；中興新

村規劃將北、中核心交由

國發會辦理活化，本局

將全力負責南核心之開

發。另為招攬海內外優

秀人才至園區服務，解決

其子女教育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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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職場工作平權 
用心照顧女性

緊接著的議程即是表揚「推動職場

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性別

文／企劃組  秦惠桑、環安組  何怡佳、圖／投資組  沈慈雅

職場工作平權表率

107年度「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如下：

特優獎：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永勝光學股份

有限公司。

優等獎：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怡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沈理事長與廠商於休息時間熱絡互動。

工作平等法》是重要性別

與勞動法案，此法被視

為台灣保障職場性

別平等的重要推手

與工具，它規範了

各項消除職場歧視

措施，像是懷孕歧

視、性別歧視、性騷擾

防治與處理。另外，尚有許多促進

性別工作平等的重要措施，例如育

嬰留職停薪，以及每逢颱風或重大

流行疾病就被提及的家庭照顧假，

和女性特有的生理假等。此外，還

有安胎假、產檢假、陪產假、哺乳

時間／哺（集）乳室設置、調整工

作時間與工作內容、托育設施、托

兒措施補助，以及復職前職業訓練

等具體措施。

提升場友善環境  獲獎廠商受讚賞

為提升園區職場友善工作環境，促

進勞資和諧，減少勞資糾紛，本局

1. 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
2. 本局局長陳銘煌。
3. 金可集團董事長蔡國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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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3╱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三）、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右三）與「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單位獲獎廠商代表合影。

自105年度起，於每年7至8月份辦

理「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事業

單位評選活動，以鼓勵企業積極落

實勞動法令，建構和諧工作環境，

只要是中科園區轄內員工人數達3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均可報名參選。

評選活動審查項目包含：一、前一

年度無重大勞資爭議案件；二、

無違反勞工法令同一法條三次以上

經裁罰，或違反勞動法令情節重大

者；三、無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者；四、按員工需求依法核給

生理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

育嬰留職停薪等措施者；五、僱

用員工人數100人以上依法設置哺

（集）乳室及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

兒措施者；六、具有其他推動職場

工作平權積極作為者。

本次獲獎廠商所推動的職場工作平

權事項除法定事項外，尚有提供孕

婦優先停車位、專屬無塵衣、職場

母性健康保護、提高女性主管參與

管理決策比率，及每年7日的有薪

家庭照顧假等，處處可見推動職場

工作平權之用心，獲獎實至名歸。

養生教戰  大受好評

有鑑於高階主管為工作高壓族群，

會中則特別邀請台灣康寧副總經理

黃誠勳以「淺談呼吸的科學－瑜伽

調息的奧祕」進行演講，他以親身

經歷簡介瑜伽及解說如何呼吸才能

紓壓及養生，讓

與會人員受益良

多。

接著由臺中市政

府經發局呂局長

簡報「邁向全

球智慧機械之

都」，說明地方

如何與中央合

作，將台中打造

為全球智慧機械

之都，並邀請大家參觀台中花博。

聯誼會最後由本局工商組說明「工

商服務平台」網站功能，以及中科

實中說明雙語部之設立及招生資格

等。會後並安排參觀金可集團之眼

鏡典藏館，與會人員對於該公司之

用心及珍貴蒐藏均表讚嘆，使聯誼

會圓滿成功。

主講人帶領與會人員閉眼感受自己的呼吸。

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左）致贈紀念品感謝

台灣康寧副總經理黃誠勳（右）的精彩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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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協助中台灣科技廠商瞭解印

度的投資環境，本局與中華

民國台灣印度經貿協會於11月9日

舉辦「放眼印度∼中部科學園區廠

商投資引才說明會」，邀請專家學

者與企業人士分享投資印度的實務

經驗，吸引多家對印度市場有興趣

的中科園區及台中精密機械園區廠

商參與。

優勢利多  全球搶灘

印度近年經濟發展快速，現為全球

第6大經濟體，今年第2季經濟成

長率高達8.2%，為全球經濟成長

率冠軍；而印度除了是全球第2大

的人口國，具有龐大的人口紅利及

勞動力優勢外，同時也是知名的軟

體產業大國，「印度矽谷」班加羅

爾（Bangalore）已聚集多家跨國高

科技公司，如微軟（Microsoft）、

英特爾（ I n t e l）、 I B M、甲骨文

（Oracle）等，由此可見，印度市

場應是台灣廠商全球布局的

重點之一。

加強台印跨國鏈結  掌握商機

中科近年積極與印度互動，目前

已成功和印度理工學院海德拉巴

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yderabad，IITH）及班加羅爾所在

的Karnataka州政府簽署科技合作備

忘錄，藉由跨國合作平台鏈結兩地

高科技產業，為台灣企業擔任探索

印度市場的開路先鋒，希望結合台

商的硬體製造優勢及印度的高端

軟體人才，共同發展智慧產

業。

本次說明會特別邀

請安侯建業國際稅

務組協理廖月波、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

深研究員蕭瑞聖、

台灣印度經貿協會經

理Manoj Kriplani及世正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張凱涵等印度

專家分享投資印度的基本資訊、

稅務法規、產業及市場分析等訊

息，並安排介紹世正公司開發的班

加羅爾國際科技園區（Technology 

Innovat ion In ternat iona l Park ，

TIIP），以引領更多中部地區的高

科技廠商加入前進印度的行列。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三）與工研院資深研究員蕭瑞聖（前排左三）、安侯建業協理廖月波（前

排左二）、台印經貿協會經理Manoj Kriplani（前排右一）、世正開發公司主任張凱涵（前排右二）
等4名講者及廠商代表等人合影留念。

1.本次說明會吸引中科園區及台中精密機械園區廠商踴躍出席。
2.台印經貿協會經理Manoj Kriplani介紹印度整體投資環境及相關政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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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魏銘志、圖／投資組  沈慈雅

掌握趨勢  前進印度
March South, Invest India!

インド投資環境セミナー インド市場の魅力と進出時のポイント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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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雲志

環保科技先驅  銘安科技辦公大樓上梁
Bean Raising Ceremony of MINIMA TECHNOLOGY's Office Building at 
Huwei Park

環境にやさしいものづくり　ミニマ

銘
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月19

日於中科虎尾園區舉行廠辦

新建工程之辦公大樓上梁典禮，與

會貴賓包含本局局長陳銘煌、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處長蘇孔志、虎尾鎮

鎮長林文彬、墾地里里長黃秋雄、

廠商代表及各界貴賓等，典禮簡單

隆重。

致力環保材料

銘安產品獲全球肯定

銘安公司董事長黃建銘表示，網路

上有一隻海龜鼻子裡插著一根吸管

的影片，讓大家意識到塑膠汙染的

嚴重性。而銘安公司從91年成立以

來，即致力於100%生物可分解及

可堆肥之高分子材料相關產品的研

發，產品早已獲得認證。隨著世界

潮流對於「循環經濟」及「永續發

展」的重視，多年來默默耕耘，終

於嶄露頭角，受到世界各地推崇認

可，供應鏈涵蓋世界各主要先進國

家，客戶包括星巴克、好市多及麥

當勞等企業龍頭。另外也已受邀到

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省參與共同投

資計畫，加拿大政府不僅提供10年

免貸款利息，廠房更以市價的25%

出售給公司，員工第一年薪水的

25%也由加拿大政府負擔，為公司

創造更好的發展。

本局單一窗口  提供便捷服務

本局陳局長致詞表示，園區雖然不

能像加拿大政府可提供10年免貸款

利息優惠，但本局可提供單一窗口

服務，讓園區廠商投資營運更便

捷。另外虎尾園區保警分隊服務大

樓107年底啟用後，對園區及周邊

的治安更有助益，而虎尾園區規劃

興建的標準廠房將於108年6月開

工，預計於110年底前完工，讓園

區投資服務更加多元。此外，高鐵

虎尾站就在園區旁，對虎尾園區的

周遭發展更是有利。

隨後陳局長視察虎尾園區公園景觀

第一標工程，並在警政署保二總隊

第三大隊第二中隊虎尾分隊分隊長

劉兆光陪同下，接續視察中科保警

虎尾分隊服務大樓工程，為廠商提

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努力。

1. 本局局長陳銘煌視察虎尾園區公園景觀
第一標工程。

2.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左五）、銘安公
司董事長黃建銘（前排左六）及與會貴

賓於上梁典禮合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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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副局長許茂新（二排左六）、正瀚生技董事長吳正邦（二排左七）、臺中關關務長葉明星

（二排右七）及參與人員大合照。

當服務業遇見科學

107年工商服務業營運觀摩座談會
2018 Industrial & Business Operation Seminar & Observation Tour

商業・サービス業部会合同視察研修について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科
學園區主要供科學事業、園

區事業等廠商進駐，隨著廠

商進駐到一定規模後，工商服務需

求應運而生，故工商服務發展也是

本局持續努力的方向。本局於11月

2日舉行「107年工商服務業營運

觀摩座談會」，由本局副局長許茂

新率領同仁，與園區公會、園區海

關、駐區銀行、郵局等工商服務事

業廠商代表參加。

參訪正瀚生技  品咖啡品味人生

座談會在本局中興園區進駐廠商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辦，

它是中興園區最大的投資企業，在

董事長吳正邦的領航下，定下「台

灣研發、美國生產、行銷世界」的

目標，並已多次拿下生技獎。活動

在該公司的生技咖啡講座中拉開序

幕，由總經理陳嘉陞為

大家介紹生技咖啡之選

豆、烘培、煮豆、器材

樣式，並進一步分享品

咖啡之道，包含淺深焙

差異，甘苦、酒氣、水

果酸甜層次等，讓大家

不只是喝咖啡，更彷彿

能喝出人生滋味。

隨即工商觀摩座談會登

場，由本局許副局長主

持，與臺中關關務長葉

明星、園區公會處長陳

季媛與工商組組長黃懿

美一同座談。會中感謝

各界對科學園區的支持與協助，與

會嘉賓則肯定本局每年舉辦的座談

會，不僅內容豐富，也讓服務業廠

商彼此能交流服務經驗。

期藉由參訪交流  發揮 1+1>2的
服務效果

最後前往香里食品活力豬文化館參

訪，創辦人張敬國爺爺自48年起即

以販售豬肉維生，因為重視品質，

經營規模逐漸擴大，並導入日式精

密管理、讓肉品擁有產銷履歷，同

時成立觀光工廠－豬事寓教於樂。

香里食品由經理簡秀峰親自接待，

並進一步說明食品安全規劃，讓與

會貴賓對本國豬肉食品更具信心。

本局期望藉由今日行程，讓忙碌的

工商服務業廠商以輕鬆的心情進行

交流參訪，對未來工作與生活有所

啟發，帶出1+1>2的經驗與服務效

果。最後與會貴賓收獲滿滿賦歸，

期待下一次的遇見！

生技咖啡講座引導與會貴賓一起品咖啡。



英，對促進我國外貿

成長、推展經貿活

動、振興台灣經濟、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貢

獻良多，是推動台灣

經濟穩定與持續前進

的動力，政府協助優

良外商立足台灣，推

展全球實質經貿交

流、互利共榮。

未來本局也會持續配合政府政

策，協助園區廠商一起打拚，營

造優質的園區環境，讓廠商有良

好的競爭力，以面對全球多變詭

譎的貿易政策，在世界競爭舞台

上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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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吳傳棻

係金耶！中科 3廠商喜獲金商獎
Congrats! CTSP Enterprises, Micron, Coring and Nitto Receive Golden 
Merchant Awards

台湾に貢献した外資系IT企業を表彰

由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舉辦之

第72屆商人節大會暨金商獎頒

獎典禮，其中優良外商獎部分，本

局推薦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及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等3

家公司，皆獲頒優良外商獎項。要

獲得優良外商獎實屬不易，須經過

相關單位推薦，並經環保、勞動等

單位嚴格審查才能當選。當日由立

法院院長蘇嘉全等眾多政府首長出

席致賀，本局工商組組長黃懿美代

表參加觀禮，一同慶祝誠摯祝賀。

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表示，

獲獎的「優良外商」都是台灣菁

台灣美光董事長徐國晉（左一）、台灣康寧總經理曾崇凱（中）、台灣日東

董事長塩見太（右一）。

獲獎公司小檔案

台灣美光

在台深耕近20年，是中科后里園
區第一家進駐營運的廠商。台灣

據點之於美光的全球布局相當重

要，對於技術創新更是扮演不可

或缺的要角，未來將持續以最先

進的技術，推動台灣DRAM卓越製
造中心的發展。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

40年前就發展台灣市場，是第一
家在台灣設立 LCD 玻璃基板工廠
並製造的供應商。目前最大的兩

座工廠都設立在台灣，其中一座

在中科，以高品質的LCD基板聞
名。

台灣日東光學

台中分公司設立於2003年10月，
是全球第一大偏光膜製造廠－日

東電工株式會社在台灣投資之子

公司，也是第一家進駐中部科學

園區設廠的外商公司。為因應台

灣液晶面板產業龐大需求，除了

偏光膜後段裁切廠，亦在中科設

立前段之偏光膜廠，有助提升台

灣液晶面板產業的競爭力。

生技咖啡講座引導與會貴賓一起品咖啡。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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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建組  曾光毅

面
對極端氣候，本局為建構穩

定的供水供電環境，每年辦

理節水節能的經驗分享講座與教育

訓練，今年於11月1日舉辦「107年

度節水與節能講座、教育訓練」與

「節水績優廠商技術與經驗分享」

活動。

這次特別邀請國立高雄大學副校長

連興隆、石門山綠資本有限公司經

理賴以婕與台灣電力公司專員陳如

元，分別就「再生水利用的理想與

現實」、「綠電憑證」與「太陽光

106年度評選的績優節水廠商－台積
電十五廠三期四期、虎尾園區的台

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司，也與參

與人員分享節水的實際作為，激勵參

與本局歷年「高科技產業節水、節能

技術輔導計畫」園區廠商加強節水節

能措施與運用新思維，提升產業競爭

力，達到園區廠商節能（水）、溫室

氣體減量之目標。

電系統與節能技術」進行演講。

連副校長說明發展再生水等

作為多元水源之目標；賴

經理則以「再生能源憑證」

推動者角度指出，目前已有多家

廠商使用國際再生能源憑證I-REC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 i f i ca te），達到企業永續的目

標；台灣電力公司陳專員針對再生

能源的太陽光電系統裝設經驗、相

關規則、案件圖審與檢驗掛表等議

題提供詳細解說。

文、圖／工商組 邱美祝、陳慧玲

有效溝通  進出口保稅作業免煩惱
2018 CTSP Import & Export Bonding Operation Seminar

関税法特別セミナーについて

為
瞭解園區廠商辦理進出口保

稅作業遭遇問題，本局11月

9日辦理「中部科學園區進出口保

稅作業座談會」，邀請財政部關

務署臺中關關務長葉明星、園區

公會進出口保稅委員會總召集人

賴仁康，及中區召集人王秀琪與

園區廠商代表進行交流座談。

座談會首先由本局與海關宣導業

務，本局說明今年公告修正之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法

內容暨其子法《科學園區貿易業

務管理辦法》與《科學工業園區

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藉由法規宣導，讓廠商

代表清楚科學園區正進行創新轉

型，未來將引進多元產業、活化園

區場域利用。

座談時，園區公會說明保稅法規提

案修法過程及內容，另晶元、美

光、中科物流等多家廠商代表就辦

理進出口保稅業務所遭遇之問題提

出討論並提供建言，本局及海關代

表均逐一說明。

在業務分享方面，康寧公司提供報

廢處理程序經驗分享，友達晶材及

聯相公司就新增的營業項目做產品

宣導等，藉由座談會，建立本局、

海關與廠商有效溝通平台，確實提

升行政效率。

臺中關關務長葉明星與廠商交流。

8 ╱Dec. 2018

產官學齊教戰  節能減碳動起來
Experience Sharing Forum on Water & Energy Conservation

節電・節水・省エネ対策の住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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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廖麗雲

看好無窮潛力  無人機具論壇夯
Forum on Exploring Drone Industry's Potential

農業分野における小型無人航空機の活用に向けたセミナー

隨
著科技智慧化發展，勞動力

被機器取代已成趨勢，本局

為協助台灣產業引進AI技術，加強

相關AI應用與布局，於10月30日假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無

人機具創新論壇」，針對無人機

（載）具投入智慧農業及智慧防災

的技術、智慧運輸的挑戰及地理探

勘及監測等應用分享經驗。

無人機具蓬勃發展  應用廣泛

本局局長陳銘煌表示，近

年來無人機的應用蓬勃發

展，從生活到國防領域都

具高價值應用，也使無人

機成為炙手可熱產品，希

望本次論壇能帶領大家深

入瞭解。高雄科技大學教

授杜國洋指出，無人機隊

可輔助監測核能電廠環境

輻射及作業，同時以中科所主辦

「2018 FIRA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

大賽」的無人機空中搜救為例，說

明無人機在任務辨識、AI辨識與避

障等應用。

講者包括經緯航太科技公司人工智

慧長陳杏圓博士說明，智慧無人載

具需結合物聯網、感測、人工智慧

與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目前應用於

農業科技領域包括農業噴灑、人工

智慧植物辨識、農田生長狀態監測

等，提供精準、可靠、

快速的智慧農業服務。

喜門史塔雷克公司總經

理丁彥允則分享無人自

動駕駛車如何補足公共

運輸的不足，並指出在

車輛行駛中，可蒐集沿

路相關大數據，有助實

現智慧化城市。天空飛行

科技公司總經理李文慶則介紹製造

大型定翼無人機之相關技術及應用

領域。 

各行各業磨拳擦掌 
搶攻無人機具領域

無人機具技術的發展將成功帶動科

技業跨足各行各業，因此本論壇吸

引來自農業、製造業、科技業相關

從業人員近100人出席，透過專家

的技術與應用經驗分享，帶領與會

者深入認識AI產業的技術與運用，

共同為科技業創造變革商機。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經緯航太科技公司人工智慧長陳杏圓（右三）與喜門史塔雷克公司

總經理丁彥允（右二）、天空飛行公司總經理李文慶（右一）等人將紙飛機拋向天空，揭開

論壇序幕。

與會者專注聆聽並勤作筆記。與會者接到陳局長操縱的無

人機，驚喜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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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蕭富仁

Pickathon競賽  開創產學合作新模式
AI Robotic Hub Held Pickathon Competition for Cultivating AI & Robotics 
Talents

ロボット競技大会  ピカソン

為
縮短產業落差及強化國內大

專院校學子實作能力、激發

創新思維，帶動 AI 智慧機器人的

自造風潮，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於 11 月 15 日至 17 日舉行首

屆以機器手臂搭配 AI 人工智慧之

Pickathon智慧撿選競賽活動，共計

有10支大學隊伍同場競技，角逐高

達115萬元的總獎金，最後由國立

台灣科技大學「台科偵測隊」脫穎

而出，奪得「機器人技術闖關組」

冠軍。

課程一波接一波  為參賽者灌能

為增強選手技術實力與激發潛能，

從今年2月起，中科智慧機器人自

造基地即安排一系列競賽相關課

程，因此時常能在基地看到參賽隊

伍借用設備進行測試及練習，並由

業師進行專業技術指導，就是期望

參賽隊伍在結合跨領域機器手臂技

本局局長陳銘煌鼓勵參賽青年學子投入AI機器人創新與研發。

本局局長陳銘煌（第二排左四）、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理事長黃漢邦（第二排

右三）等與參賽隊伍代表於開幕式合影。

Pickathon風雲榜

術能量的加乘下，能開創產學接軌

與產業解題的契機。

另為讓參賽團隊相互交流學習，提

升及拓展參賽選手的國際視野，於

9 月 3 日至 5 日辦理競賽分享會暨

培訓工作坊活動，邀請畢業於國際

名校 MIT、CMU、UC Berkeley 業

師進行技術指導；並於10月 16 日

機器人技術闖關組

冠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台科偵測隊」

亞軍：國立交通大學「創作者隊」

季軍：國立交通大學「中科實中校友大學聯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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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MIT CSAIL Aleksander Madry 

教授舉行主題式分享會，為準備

過程時遇到問題的參賽隊伍提供

建議方案，期望藉由國際業師之

指導，讓參賽學生更進一步瞭解 

AI軟硬體設備之整合及運用。

競賽過程精彩刺激又有趣

參加Pickathon 競賽團隊需具備跨

領域整合能力，包含控制工業用

機器手臂技術、影像處理及深度

學習知識與 VIDIA嵌入式系統超

級電腦模組（TX2）之人工智慧

與高效能計算運用能力，學習如

何操作手臂，讓機器手臂結合影

像深度學習運算結果。本次競賽

設有「五子擂台」、「機器來找
碴」及「智慧排序」3道關卡，分

別於三天各進行一關，採用積分

累積賽制。比賽時除使用機器手

臂加3D 智慧視覺進行五子棋對弈

外，並利用機器手臂判斷揀取瑕

疵零件的計時賽，與幾年前的電

視廣告－「電腦也會揀土豆」有

異曲同工之妙。

在3天的競賽中，各隊伍的成績呈

現互相拉鋸情形，第一天成績領

先的隊伍，到了第二天及第三天

卻被臨場表現較佳的隊伍超越，

氣氛緊張而刺激，非常精彩。雖

然比賽最後勢必分出勝負，但是

在準備過程中所學到的各種技術

與競賽當天的經驗交流，才是所

有參賽選手最大的收穫。

透過競賽  使產學順利接軌

本局局長陳銘煌表示，本次

Pickathon競賽結合產官學研的力

量，集結國內大專院校眾多參

賽隊伍，6個月以來積極投入並

發揮MAKER 精神，激發參賽選

手創新研發潛力與增進專業知

識，透過競賽情境解決產業所

面臨問題，朝向產學接軌又更

邁進一大步。

首屆 Pickathon 競賽頒獎典禮就

在全體委員與獲獎隊伍上台合

影後，劃下完美的句點。希望

透過參賽者跨領域的合作，帶

動 AI 機器人的自造風潮，為智

慧機械產業提供經驗淬煉成長

的精實人力。

參賽隊伍使用機器手臂進行精彩的五子棋對弈。

「機器來找碴」關卡，機器人挑出有瑕疵的零件。

最快排出飛機形狀的隊伍才能在「智慧排序」中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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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鄭巧璇

文／投資組  林雲志

中科生力軍—台灣永生細胞
New Force at CTSP: StemCyte Taiwan Co., Ltd.

新たに一社増  台湾永生細胞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47次

會議10月25日召開，會中通

過中科生物技術產業之「台灣永生

細胞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與

「成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合併案。

永生公司與成漢公司為整合集團資

源、擴大營運規模以提升營運績效

及競爭力，爰依企業併購法及相關

台灣永生細胞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金額

為新台幣5千萬元，擬研究、設計、開

發、製造及銷售下列產品：細胞收集

與保存庫、生長因子、幹細胞分泌蛋

白質組、細胞產品之研究。

台灣永生細胞小檔案

隨
著雲端運算、IoT（Internet of 

Things）、大數據及AI等科技

發展，台灣已進入全面數位化革命

時代，智慧製造更是必然的發展趨

勢，為協助各產業透過國際智財佈

局與經營管理，以實務經驗思考永

續經營之價值，本局11月9日與台

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及磐安智慧財

產教育基金，於裕元花園酒店共同

舉辦「智慧製造產業國際智財佈局

與經營管理論壇」。

本次論壇貴賓包括本局副局長施文

芳、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董事

長劉江彬、經濟部技術處專門委員

楊傳國及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

長呂曜志等。本局施副局長致詞表

示，希望藉由本次論壇交流，連結

學術界與產業界，期望為產業界帶

來更多啟發，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及

帶動智慧製造產業發展。

而最後的綜合討論，則透過智慧製造

產業發展成敗關鍵因素等議題，讓與

會者更加瞭解智慧製造如何運用智財

佈局取得先機與優勢，促進5+2產業

創新之智慧機械產業發展更能掌握契

機及強化國際競爭力。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右三）、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劉江彬（中）、經濟部技術處專門

委員楊傳國（左三）及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呂曜志（左四）等貴賓合影。

智財論壇  助智造產業致勝
Smart Manufacturing Forum

製造現場のAI活用  今必要な「知的財産」の知識

法令採「吸收合併」，以永生公

司為存續公司，成漢公司為消滅公

司，並申請在中部科學園區成漢公

司原址設立「台灣永生細胞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以承接成漢

公司在區內之廠房、經營團隊、業

務項目，及區內之權利義務。

兩間公司合併後，除可吸引優秀人

才加入，提升研發能量及技術，並

以「永生公司」為品牌向外擴展業務，亦可

增加產品知名度；此外，亦可藉由永生公司

原先銷售管道增加產品曝光度，有助於提升

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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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美麗好朋友─芙姵爾生醫
F. Repair Develops Bio-Mask to Protect Radiotherapy Patients' Skin  

F.Repair  傷跡が消える新技術

文／投資組  沈慈雅、圖／芙姵爾生醫

芙
姵爾生醫是專為修復敏弱性

肌膚為出發點的企業，它的

成立來自於創辦人朱俊男醫師的仁

醫之心。朱醫師是放射腫瘤科醫

師，病患在進行放射性治療後，因

為皮膚遭放射線破壞，導致皮膚角

質層變薄、汗腺及皮脂腺損傷，皮

膚不僅變得暗沉，而且容易搔癢敏

感、失去排汗、散熱功能，非常不

舒服，所以他一直在思索，如何協

助病患改善皮膚不適的情形。

恢復美麗健康  效果看得見

有一次，他發現某個乳癌患者在治

療後，皮膚恢復良好，顯得白皙有

光澤，詢問後發現這個患者在敷完

面膜後，會順便為胸部敷面膜，這

帶給他啟發，讓他決定研製生醫修

復膜，讓病患敷在身上保養皮膚。

為此，他找上東海大學謝長奇教

授，因為謝教授正好有一個研究與

修復胜肽有

關，不僅具有

保養效果，還

能改善皮膚狀

況，若能將這

個研究商品

化，對於因放

療及燒燙傷

而導致皮膚受

傷的患者是極

大的喜訊。此

外，由於芙姵

爾團隊在研製生醫修復膜時，發現

裡面所含成分非常適合美容保養使

用，所以也同時開啟保養品的產品

線。

參與 FITI  與中科結緣

芙姵爾能與中科結緣，起因是朱醫

師參加FITI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他

說在找協力廠商、法務諮詢、專材

開發等，中科都提供了很大的協

助，因為團隊的專長在研發，尋找

合作對象往往事倍功半，但有了中

科的媒合後情形大幅改善，能快速

找到各領域的關鍵人士，進而與之

洽談合作方案。

芙姵爾生醫小檔案

芙 姵 爾 生 醫 的

英文名F.Repa i r有

完整修復（ F u l l 

Repair）之意，同

時也代表進一步

修復（Further Repair）。成立的初衷

是為了幫助乳癌患者，因此採用較

女性化的諧音，並以象徵乳癌防治

的粉紅絲帶作為LOGO。芙姵爾團

隊包括乳癌專醫、畜產農業、化妝

品業界的相關人士，曾獲教育部生

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之生

技創新創業獎－農業生技組佳作。

官網

芙姵爾生醫創辦人朱俊男醫師（左二）與團隊。

芙姵爾獲教育部生技創新創業獎。



新《公司法》上路不用愁  
講習會幫你畫重點
Lecture on Company Act Amendment

新会社法のセミナー研修

新
知
講
堂

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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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新
版《公司法》已於11月正式

上路，為使園區廠商瞭解法

律適用情形，本局邀請建業法律事

務所共同舉辦「公司法修正與企業

因應作為講習會」，說明「登記變

革與創新的總則、小公司與新創公

司修法重點說明、從上市櫃公司案

例理解本次修法重點、因應全球化

經商趨勢本次相關修法重點」等四

大方向，由律師李育錚、蔡宜靜、

錢佳玉擔任講師。

最
近開車進入本局地下停車

場、停九停車場或停六停車

場，有沒有發現多了一種劃有粉紅

色標線的停車格？這個粉紅色車格

全名為「孕婦及育有6歲以下兒童

者停車位」，俗稱親子車位，是政

府為照顧孕婦、親子福利提供的美

意，可讓乘載孕婦或6歲以下兒童

之車輛憑證停車，目前大型公共停

車場按規定，需設置2％比例的親

子車位。 

親子車位設有標示牌，圖案為藍底

本次廠商特別關心《公司法》第22

條之1有關每年申報董監事與股東申

報義務規定，此為國家推動洗錢防

制，公司應每年定期向台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所設置的電子資訊平台，

申報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

的主要股東資料。

「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

平台」提供經濟部和財政部跨部會

合作，整合現有公司登記資料及財

政部的稅務資料，匯入申報與簡便

白色，其中孕婦顏色為粉紅色加上

白色心型，領有親子車位識別證的

人皆可停車。此識別證可至臺中市

政府或各區衛生所申辦，新發放的

孕婦或兒童健康手冊中也會同步發

放。要注意的是，識別證僅有識別

作用，不代表一定有車位，而且並

非免費，若停不到親子車位，就停

一般車位吧。

車內只要承載6歲以下兒童，即使

該兒童與駕駛無親子關係也可停

放；孕婦不管是駕駛人或是乘客，

程序，申報者只需上平台去點選確

認、更新資訊即可，不必逐筆輸

入。

關於《公司法》新制所有子法、公

告事項及公司資訊申報平台，都可

在經濟部網站設置「公司法修法專

區」獲得解答，讓各界能隨時掌握

新法動態。

皆可使用專用停車證，但需於下車

前將停車證置放於前擋風玻璃。未

乘載孕婦或6歲以下兒童，不得使

用停車位識別證明，並不得占用停

車位。

提醒您，於親子車位停車時，一定

要放識別證，如果沒有放置相關識

別證明，初期採宣導，之後會被依

法處以新台幣1,800元以上3,600元

以下罰鍰喔！

報您知∼親子車位開放啦！
CTSP Bureau New Parking Space for Pregnant 
Women & Family Are Now Available!

思いやり駐車場について
文、圖／建管組  涂裕雯

李育錚

蔡宜靜

錢佳玉



文、圖／環安組  王啟嵩

前進格蘭富  學習職安好典範
Learning from GRUNDFOS's Commitment to Creating  Excellent Healthy 
Workplace  

グルンドフォスに行こう！ 職場を幸せな環境にする方法

本
局舉辦之工安環保健康月系

列活動「績優單位參訪活動

暨健康促進活動」，參訪位於苗

栗縣銅鑼鄉銅鑼工業區內的「瑞

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該公司榮獲勞動部107年推行

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當天由該

公司安環室經理羅順琪親自接待，

分享各項安全衛生管理運作經驗，

其中以公司高層主管的承諾與支

持、全員參與預防職災及持續改善

等作為，讓參訪人員印象最深刻。 

全方位照顧  員工身心靈都健康

格蘭富台灣分公司是全球第一家

獲得ISO9001品質認證的泵浦製造

商，嚴守無菸場所，推動健康職場

認證，且協辦各類優良事業單位

安全衛生觀摩活動、健康職場工作

坊等，榮獲許多獎項，顯示創造健

康、安全

職場的決

心。在健

康職場的

管理中，

他們擬定

風 險 管

理、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等三大區

塊，具體作法是協助改善現場工作

環境，協助人因危害因子分析、使

用省力化輔助工具、機械手臂，並

且實施健康風險評估、健康檢查、

傷病管理及諮詢等，建立友善職

場，使員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此外，格蘭富台灣分公司極為重視

員工的身心健康，每年針對健康檢

查結果分析，訂定健康管理計畫及

健康促進活動，安排個案健康教育

與諮詢；對於懷孕員工，則進行孕

期風險管理，提供集乳空間及集乳

時間；此外，也會安排員工面談，

照顧員工身、心、靈及未來發展，

並以「格蘭富生產系統」為主軸，

將日常作業標準化，營造舒適、健

康、友善的工作環境。

透過此次績優廠商實地參訪活動，

讓參訪人員藉由互動式觀摩學習、

經驗傳承及交流分享，達到提升工

安及環保意識目的，進而降低職業

災害發生並建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

境。

瑞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經理羅順琪（前排左六）

及參訪人員合影。

參訪人員專注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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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建組  熊婉贏、圖／陳大明、投資組  沈慈雅

到水堀頭公園 FUN輕鬆
Let's Join Shueikutou Park Guided Tour! 

水堀頭公園へ出かけよう

為
讓同仁更進一步瞭解園區環

境，本局11月14日舉辦體驗

園區之美戶外課程，由局長陳銘

煌率領同仁一同至水堀頭公園，

讓平日工作繁忙的同仁認識園區環

境及瞭解公園綠帶之生物多樣性。

當日邀請本局營建組養護科前科長

蔡紹斌前來導覽，他於園區任職十

餘年，對園區各處景觀生態瞭如指

掌。

生態豐富的綠空間

水堀頭公園位於大肚山，原屬土地

貧脊區域，為減少植物的管理維護

成本，選擇種植原生樹種如櫸木、

烏桕、無患子、山櫻花、台灣欒

樹、雀榕等，且在公園圍牆邊採用

複層栽植，營造多樣的生態環境。

在本局多年的綠美化養護下，已有

黃頭鷺、小鷿鷈、紫斑蝶、紫紅蜻

蜓等動物生活於公園內，形成多樣

大雨過後，滯洪池形成如湖泊般的美景。

的生態環境。當日抬頭仰望蔚藍

的天空，恰巧有隻鳳頭蒼鷹來歡

迎大家，讓大家頻呼幸運。

水堀頭公園腹地廣大，有活動綠

地、步道兼自行車道、活動廣場

區等設施，是個可以舒展身心的

場所，隨著不同季節，也會展現

不同的風情，希望大家利用空閒

時間到園區公園綠地散散步、放

鬆心情。

「水堀頭」為台中市西屯地

區的舊名，堀音ㄎㄨ，乃水

池之意。水堀頭公園位於科

園路底，由滯4、滯5及滯6

等三個滯洪池組合而成。滯

洪池的設計概念採用透水性

等近自然的生態工法施作，

利用滯洪池所滯留的雨水提

供生物棲息空間，是一個多

目標功能的自然生態公園。

╱ 水堀頭公園小檔案 ╱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中）率管理局同仁參與生態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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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章靖

施工品質有一套  湖山水庫好樣的
Observation Tour to Hushan Reservoir for Enhanc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Knowledge

ダム管理施設を見学しよう！

中
科各園區公共工程的開發建設

一向是活絡園區周邊交通、振

興地方經濟、提升園區廠商服務機

能等不可或缺的一環。為了使工程

順利推動、兼顧施工品質，並增進

工程管理上的專業知能，本局於11

月16日舉辦「提升本局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教育訓練工程實地觀摩」參

訪活動，安排參訪雲林縣斗六市的

湖山水庫管理中心，參加對象包括

本局工程相關作業之承辦同仁、監

造單位及承攬廠商，藉由活潑生動

的實地交流，讓學習更深刻。

工程開發與生態保育互利共進

本活動由中區水資源局主任工程司

汪平洋及湖山水庫管理中心主任李

炎任進行介紹，經由他們詳盡的解

說，讓參與同仁瞭解工程的開發推

動，除了施工品質及技術層面的發

本局副局長施文芳（二排左六）與參訪同仁合影。

展外，當地的生態發展及人文古蹟

保存也相當重要。所以，湖山水庫

在規劃時，於主要壩體區外劃設一

塊區域，作為生態植物保存之用，

並邀請生態保育機關及專家學者召

開檢討會，以保育當地特有樹種及

生態。在古蹟保存方面，為了保存

古坑大平頂文化遺址的完整性，工

程的規劃、排水路的建置等，也都

採取最大面積古蹟保存的施工方

案。

藉由工程開發紀錄片的播放、湖山

水庫管理中心講者及領隊長官們的

精彩解說，讓本局參訪同仁深刻體

會到，要享受工程完工後的甜美果

實，在工程中需各團隊的長期付出

與經營。希望這次的實地參訪學

習，能讓同仁學以致用，實際運用

到公共工程，以穩固園區的發展建

設。

湖山水庫係位於斗六丘陵

西麓北港溪支流梅林溪

上游的離槽水庫，於清水

溪構築桶頭攔河堰攔蓄清

水溪剩餘水量，引入水庫

蓄存。主要供應雲林地區

的用水，帶動雲林地區的

發展。其公共工程開發建

設，共獲得3次金質獎的

殊榮，實屬不易。

╱ 湖山水庫小檔案 ╱

導覽人員解說湖山水庫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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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鄭育昇

大
風吹，吹什麼？吹⋯⋯」兒

時遊戲在舞台上歡唱著，使

得在場的大小朋友共同歡渡週五夜

晚。本局繼8月3日由中科實中協同

蛹之生Butterfly樂團演奏與蘭馨的演

唱、8月31日舉辦「歌樂 中科」，

由聞韶軒絲竹室內樂團與殷正洋

聯合演出、9月28日大開劇團演出

《好久茶的秘密－日月潭傳奇》

後，11月9日再度於本局行政大樓

101會議廳舉辦公共藝術民眾參與

表演活動，邀請極至體能舞蹈團

《換位遊戲：大風吹》前來演出，

以抽象現代舞蹈表演人生百態，並

利用多元互動方式呈現特殊的表演

活動。

「大風吹」吹什麼？ 吹出有趣的
故事

本活動開場以喜、怒、哀、樂、驚、

疑多種面相表現情緒反差，利用舞蹈

表演反省人們受到情緒的影響及難以

抽離之意念，在在反映人與人之間情

緒傳染的情形，讓參與觀眾聚精會

神地投入舞者要傳達的意境。中段

表演為本活動高潮，舞蹈表演中主

持人及舞者邀

請觀眾群的小

朋友上台圍圈

共舞，並以童

年遊戲「大風

吹，吹什麼，

吹⋯⋯」與觀

眾互動，歡愉氣氛讓在場大、小朋友

欲罷不能。活動主持人每每以大型落

葉吹風機吹翻舞者的串場動作更是十

分趣味。舞蹈表演不僅呈現力與美，

更映照出人們的平日生活。本活動與

前三場的表演截然不同，參與人數甚

多且熱絡，期間大、小朋友嬉笑歡呼

互動，為本局公共藝術民眾參演活動

創下新頁。

玩劇表演  週五夜嗨翻天
A Series of Performing Arts Held in CTSP Bureau 

児童の教育・知育に演劇や演奏で貢献！親子で楽しもう！

「

1. 舞蹈團邀請小朋友上台
開心共舞。

2. 活動開場以各種面相表
現情緒反差。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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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陳恕

中科實中九週年  全校歡喜運動會
Celebrating NEHS@CTSP 9th School Anniversary & Sport Day  

運動会  木の船作り  リボン競技

中
科實中107學年度校慶暨運動

大會於10月26日舉行，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許春梅、家長

會會長陳盈吉及鄰近國中小校長都

蒞臨現場與學生同樂，給予實中最

大的祝福。

大會首先在學生們精心設計的創意進

場揭開序幕，配合各班精心選取的音

樂節奏，同學們在兩分鐘內盡情表現

班級特色。令人讚賞的是，即將參與

學測的高三2班同學，為了展現磅礡

氣勢，花兩週製作一艘木船，進場時

果然獲得滿堂彩。創意進場後，校長

林坤燦隨即頒發「班級經營創新」、

「行政服務創新」、「教師教學創

新」的精美獎座及獎金給106學年的

13位績優教職員工，感謝他們的盡心

盡力。

比成績也比精神  加油聲震天

此次校運會除了個人田賽、徑賽以

外，還有大隊接力、趣味競賽、班

際拔河等團體競賽。趣味競賽「坦

克大戰」考驗團隊默契，由五人一

組化成戰車履帶中的車輪，希望能

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迷彩履帶滾動到

目的地。這樣的帆布迷彩履帶，當

天讓各班同學陷入瘋狂，成為本次

運動會中的一大亮點。

此次運動會不只比誰跑得最快、誰

跳得最遠，更是要展現有風度、有

朝氣、有活力的運動精神，所以在

各種運動項目進行時，大會也依照

各班的加油聲、場地整潔度、團隊

合作等項目來評核精神總錦標，希

望讓同學知道除了體育競賽成績以

外，更要注重班級團隊的向心力。

期待中科實中所有學生，透過對運

動會的參與，表現出對所有事務的

熱情、投入，以期培養出更不凡的

積極人生觀。

1. 坦克大戰展現團隊合作，全場為之瘋狂。    2. 高三2班同學的創意進場贏得許多掌聲。    3. 展現團隊默契的大隊接力。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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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張茵荏

櫻花科學計畫日本行  收穫滿行囊
CTSP@NEHS Student Shares the Experience of Joining SAKURA 
Science High School Program 

姉妹校や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の心温まる歓迎が、世界への扉を開く

中
科實中與大阪府立高校合

作，推動「日本櫻花科學計

畫夥伴學校科學展覽與文化交流活

動」，每年從校內甄選6名學生前

往大阪府立千里高校短期交流，筆

者今年有幸獲選，從一開始懷著既

期待又緊張的心情前往日本，到5

天後帶著滿滿的收穫回來，至今仍

回味不已。

接受新激刺  天天有啟發

千里高校跟中科實中一樣自由開

放，強調學生要找出自己的興

趣，且有專題課，在入班上課與交

流專題中，筆者學到不少東西，也

踏足許多地方，如大阪大學、天

守閣、泡麵博物館、綠建築工程

等，其中參觀超級電腦：K電腦，

印象深刻，尤其是布幕拉開的那一

剎那，看到整排電腦在無塵室裡井

然有序的排列著，而且每部電腦都

能計算到「京」位數，讓人震撼。

最後一天前往天王寺高等學校，恰

逢全大阪高中的壁報研討會會期，

看到來自不同學校發表的各式研

究，獲得到許多啟發。但令筆者最

佩服的是接待的一位女學生，在主

辦單位致詞時，竟然能在台下進行

即時英文翻譯，非常厲害。

台日生活大不同  持續努力勤追夢

寄宿家庭與筆者家一樣，都是三代

同堂，這讓彼此有聊不完的共同話

題。雖然只住了短短四天，但也體

會到當地的生活。如住在傳統的日

式建築、睡在榻榻米上，一早起

床便感到和煦的日光透過拉門灑進

來；而走在木製的走廊上，深怕腳

步聲打擾到住隔壁間的爺爺奶奶，

也都會不自覺地放輕腳步。寄宿家

庭有經營寺廟，因此每天早餐後，

Home媽都會帶筆者到寺廟參拜。他

們參拜的方式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十分新鮮。另外還嘗試不少當地美

食、穿和服、自己泡抹茶、玩日本

桌遊、參加日本廟會，創造許多回

憶，也更加認識日本的習俗文化。

這趟日本行讓筆者視野更開闊，除

了交到許多朋友，也體會到世界之

大，能人很多；最重要的是，別人

正在努力超越我們，所以我們絕對

不能懈怠，要持續努力，往夢想前

進！

1. 筆者（左三）與同學在千里高校發表科學展覽。2. 參觀超級電腦。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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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安組  鄭燕嶢、營建組  趙庭佑、圖／環安組  林雅書

虎尾鬥牛  元翎制霸
2018 CTSP 3-on-3 Basketball Competition in Huwei Park

管理局主催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大会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犬之島

◎ 放映時間  107/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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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分

導
演威斯安德森的新片《犬之島》為逐格動畫，榮獲第68屆柏林影展

最佳導演銀熊獎。內容深受敘事傳奇－黑澤明導演以及定格動畫歷

史的影響。故事描述一個男孩尋找他愛犬的冒險旅程，12歲的小林中，受

貪腐市長小林的監護。依循行政命令，巨崎市所有犬類寵物都得流放到一

片巨大的垃圾場，小林中便獨自駕著螺旋輕型機啟程，飛到垃圾島去尋找

他最忠心的小狗—斑點。在一群剛認識的狗狗雜牌軍協助下，展開一趟將

決定整個巨崎市未來命運的驚人旅程。

在飛行的旅行上，小林中認識了一群毛茸茸的新「犬」友，並幸運地獲得

了他們的幫助，他將展開一場史詩般的旅程，而他所走的每一步，也將決

定了整個城市的命運與未來。

護

本
局為提倡園區從業人員正當

休閒活動、培養運動風氣、

加強團隊精神並增進園區廠商之交

流，不定期舉辦運動比賽。今年在

廠商訪視時，虎尾園區的廠商反

應，上次在虎尾園區舉辦的籃球比

賽在103年，希望今年可以再辦一

場，讓園區廠商的籃球好手們有機

會互相切磋、增進交流。

因此本局10月26日晚間於虎尾園區

籃球場舉辦「107年度中科虎尾園

區籃球3對3競賽」，吸引約60人次

參賽及觀賽加油，場面非常熱鬧。

經過激烈競爭，優勝隊伍如下：

第一名：MOSA-A隊（元翎精密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持續辦理，相信以後的球賽會越來

越精采。

第二名：MOSA-B隊

（元翎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三名：餵食物隊

（富喬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雲林分公司）

本活動讓大家發展健康身

心，提升園區廠商閒暇時間的運動

風氣，讓默默在園區工作的科技人

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以促進健

康，紓解工作壓力。未來有機會會

認識虎尾園區公 2公園
虎尾園區公2公園位在虎尾園區北側，北鄰科雲北路、東臨科虎二

路，面積2.49公頃，於98年開放使用。它是科虎二路縱軸綠帶之一

部分，全天對外開放。其主要設施有帆布涼亭、迷霧森林、籃球

場、網球場、蒲葵廣場等，常吸引民眾到此從事休閒活動。

看我精準的罰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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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

一嚐成主顧—嚐一腸腸粉王
CTSP Delicacy: Rice Noodle Roll King in Daya District

ハマるおいしさ！チョンファン

在
廣東，腸粉是超人氣早餐，

但在台灣，多半只能在港式

餐廳點這道美食，也因此，中清路

上的「嚐一腸腸粉王」在106年10

月開幕後，就吸引了大批粉絲，並

在短短一年內，另外在永興街開了

分店，受好評的程度可見一斑。

改良的台式口味大受歡迎

「嚐一腸」不僅是「嚐一嚐」的諧

音，也有「嚐嚐腸粉」的意思，老

闆賴先生原本受僱於新加坡外商公

司，被派往中國工作10餘年，吃

過大江南北不少美食，對腸粉最難

忘，所以便向朋友學習烹煮腸粉的

技巧，回台後開了「嚐一腸」。腸

粉本來是早餐，所以賴老闆一開始

於早餐時段販售，但他隨即發現台

灣人買早餐習慣拿了就走，便將現

煮現食最美味的腸粉改為午晚餐，

果然大受歡迎。

由於正宗廣式腸粉皮薄而軟滑，國

人不習慣，因此賴老闆在蒸煮時將

腸粉皮增厚，使口感更紮實，同時

保留嫩滑度，以符合國人的口味。

而賴老闆認為菜脯是國民醬料，所

以特別提供菜脯的食材選項，造就

獨一無二的腸粉風味，非常特別。

全程自製  健康吃得到

店內腸粉的米漿是購買在來米回來

自己磨製，菜脯也是自己炒，雖然

較費工夫，但賴老闆希望讓顧客吃

得天然、吃得健康。他自豪的說，

用蒸的腸粉熱量低，加上對食材的

把關嚴謹，所以不僅注重身材的女

兒愛吃，還有個食慾不振的小朋友

可以獨自吃完兩份，讓他的父母天

天帶他到嚐一腸報到。

店內的腸粉口味多元，其中以鮮

蝦、牛肉口味最受歡迎，特別的

是，由於兒子喜歡吃咖哩，老闆特

別研製咖哩醬料，讓喜歡吃咖哩

的饕客多了一項選擇。這裡的自製

帶渣豆漿也很有特色，因為豆漿渣

有助於腸胃蠕動，所以老闆手工親

磨時故意不濾渣，飲用前記得先搖

勻，香濃的滋味搭配腸粉，堪稱一

絕。

嚐一腸腸粉王

1.  腸粉口感滑嫩不軟爛，配料
的分量十足，好吃沒話說。

2.  好吃腸粉製作中，看得出料
多實在。

1

2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 - 21:30，週日公休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四段647號

電話：0968-689028

FB：嚐一腸—腸粉王「大雅總店」

https://ppt.cc/fgda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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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友達光電

鄉民激推花博朝聖地—友達微美館
Discover CTSP: AUO Micro Gallery in Houli District

「友達微美館」、台中花博に最新テクノロジーと花の融合

臺
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於11月3日

盛大登場，毗鄰花博后里森

林園區的中科廠商友達光電躬逢其

盛，與國立臺灣博物館跨界合作，

以植物花粉的微觀影像與種子標本

為創作素材，運用尖端面板顯示技

術，打造「友達微美館」，帶領參

觀者走入令人驚豔的植物微觀世

界，為后里森林園區不可錯過的亮

點之一。

「友達微美館」結合臺博館的植物

研究專業和友達尖端面板顯示技

術，館內共使用88片55吋高解析、

低反射、極窄邊框公共訊息顯示器

呈現花粉和種子充滿生命力的繽紛

動態影像。影片則與知名製片團隊

合作，透過植物微觀攝影、縮時攝

影、超高解析空拍攝影，以及3D

花粉電腦動畫等視覺呈現方式進行

動態影片製作。

四大展區  四種驚奇體驗

館內分為「奇幻庭園」、「生命

之門」、「微觀視界」及「種子光

廊」四大展區。其中「奇幻庭園」

陳列以手工精製的大型花粉陶磁雕

塑，並設計AR擴增實境應用軟體，

讓民眾增進花粉知識，同時體驗虛

實互動的拍照樂趣。「生命之門」

以顯示器打造多層次拱門拼接牆，

呈現以大自然實景拍攝結合電腦動

畫的壯闊影片。「微觀視界」則是

透過全台最大556吋顯示器拼接牆，

展現花卉與花粉舞動的獨特動態影

像，帶領觀眾走入絢麗奪目的植物

微觀視界。「種子光廊」則以近70

種果實與種子作為素材，將種子傳

播方式透過立體裝置生動呈現。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參與「友達微美

館」的合作夥伴皆為台灣團隊，讓世

界看見台灣的軟硬體整合實力。此

外，友達亦成功號召超過1,500名友

達員工投入志工行列，期許「友達微

美館」能持續在社會上發揮正向影響

力，共同創造永續價值。

展出資訊

107年11月3日∼108年4月24日

平日（週日∼週四）09:00∼19:00

假日（週五∼週六及連續假日）

09:00∼21:00

更多相關訊息，請見友達微美館

官網  http://auomicrogallery.com/

1.  友達微美館內有全台最
大的556吋顯示器拼接
牆。

2.  奇幻庭園以手工打造的
陶磁雕塑呈現花粉形

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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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聯邦眾議員岡薩雷茲之立法主任 Ms. Louise 
Bentsen（右七）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右
三）接待。

印尼美那多市區域研究發展計畫委員會住宅及運輸科

科長 Brury Bangun（左六）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
許茂新（右五）接待。

外交部政經記者團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旭硝子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金原正和先生（前排左三）

率日商團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三）接待。

泰國國家發展管理學院公共行政研究所副教務院長 Dr. Danuvas 
Sagarik（左六）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左七）接待。

印尼高教科技部教育部成員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參
訪
交
流

CTSP Visitors

24╱De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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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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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

1.須可耐久站和搬重物。
2.須配合輪班，依部門每一至二個月輪調日／夜班。
3.學歷：高中職畢業以上。

自動化工程師

1.機械手臂操作／現場相關工作。
2.需配合於平日或假日加班，加班費另計。
3.上班時間：早班08:00~20:00、夜班20:00~08:00，
週休六、日。

4.夜班津貼另計。
5.夜班同仁公司供餐。

請透過104或1111平台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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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於週一至五下午14:00親洽公司面試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助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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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作二天、休息二天，能配合做三休一加班者佳。
3.工作時間：日班：07:00~19:00，夜班:19:00~07:00。

   週二至五下午13:30~16:00 親洽公司面試－中科廠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Probe Department Manager、Wafer Sort Test Engineer、
Equipment Eng ineer、PHOTO Equ ipment Eng ineer 
(Exper ienced)、Process Engineer、PHOTO Process 
Engineer (Experienced)、 DRAM Product Engineer、 DRAM 
Product Test Development Engineer、 Packa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ngineer、 Assembly Equipment Support 
Technician

Masters/Bachelor in Engineering Electricals, Material Science, 
Chem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r 
relative fields

Software Engineer、MCT Central Process Integration（CPI）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or above）major 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r related fields 

Micron 2018 身心障礙朋友就業媒合專案（正職工程
師／正職助理工程師／正職技術員）

1.不限身障類別、程度，需持有身障手冊。 
2.學經歷：高中／職以上、工作經驗不拘。

更多超過100個職缺請至台灣美光職缺網站（http://jobs.
micron.com/）或104人力銀行查閱及應徵。

DEC.
2018

才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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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文／投資組 沈慈雅、圖／陳大明

拍攝地點：台中園區擴建區滯洪池，東大路旁

高蹺鴴

學名：Himantopus himantopus

特性：高蹺鴴 (音恆)的腳極為細長，呈現紅色，

所以也有長腳鷸、紅腿娘子的稱呼。牠常出現於

湖泊、沼澤、魚塘、蝦池以及河流平緩水面開闊

處，通常成對或成小群出現，以魚類、小型無脊

椎動物或蝌蚪為食，因為有雙大長腿，可在水位

較深的池塘涉水覓食。飛行輕盈快捷，叫聲較尖

銳。

園
區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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