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107 年度 1 至 6 月份大事紀
日

期

1/2
1/3

重

要

事

件

召開「二林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第37次)
工作會議」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
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第61次)
工作會議」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
院臺科字第1060042990號函核定「中興園區

1/5

籌設計畫（第二次修正）」，原「中興新村高
等研究園區」名稱一併修正為「中興園區」
。
科技部許有進次長率產學司及三園區管理局

1/7-13

同仁赴美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參加「消費性
電子展 (Consumer Electronic Show ，簡稱
CES)」，中科廠商臺灣骨王也參與本次展覽。

1/9

中興園區中正路污水廠維護營建規劃現勘。

1/11

環保署至后里園區進行環境監測查核作業。

1/12

召開「台中園區智慧污水廠107-108年工作規
劃討論會」
，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1/12

園區廠商華豫寧公司舉辦「中科廠新建工程
開工動土典禮」
，本局陳銘煌局長到場祝賀。

1/12

本局與臺中市政府、逢甲大學、資誠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合辦「製造業趨勢論壇－數位化
時代的新成長地圖」
，本局陳銘煌局長出席致
詞。

1/15

環保署至台中園區擴建用地進行環評監督現
地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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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接待中美矽晶集團洽詢投資太陽能電廠相關
事宜。

1/17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用地第三次環評變更(第
4次)工作會議」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

1/17

與經濟部、勞動部共同舉辦「排除企業投資
五缺障礙政策宣導說明會」
，由科技部鄒幼涵
常務次長主持，勞動部施克和政務次長、本
局陳銘煌局長、園區公會沈國榮理事長、經
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臺中市政府郭坤明
副秘書長、園區廠商代表等計250人與會。

1/18

辦理「補（捐）助衛星基地推動智慧機器人
計畫」中科場次說明會，計150人參加。

1/19

辦理「二林園區開發進度說明座談會」
，由本
局陳銘煌局長與公會沈國榮理事長共同主
持。

1/19

函送補正「二林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初稿(修正本)」至環保署審查。

1/19

本局受邀參加「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幼兒園開幕典禮」
，由台積電人力資源馬
慧凡副總、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孫碧霞司
長、臺中市張光瑤副市長及本局施文芳副局
長共同揭幕。

1/21

本局與臺中市政府、國際扶輪社共同舉辦「中
科七星園區植樹活動」，由本局陳銘煌局長、
立法委員洪慈庸、臺中市政府副市長張光瑤
率隊參與。

1/22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隊拜會環保署說明「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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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擴建案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案」。
1/23

環保署至虎尾園區進行環評監督現地查核作
業。

1/24

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第62次)
工作會議」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

1/25

辦理「中科園區107年模範勞工選拔活動」，
推舉42名中科模範勞工及薦送3名優秀模範
勞工參加「107年全國模範勞工選拔」活動。

1/26

亞洲大學暨印尼日惹大學人力資源副校長
Dr. Nano Prawoto Hadi Sudarmo率團參訪中
科。

1/26

函轉行政院農委會釋疑科學工業園區範圍適
用免繳回饋金相關內容予園區各廠商。

1/27

辦理「中科園區小型聯合徵才活動」
，共計履
歷投遞260人次，初步媒合82人次、媒合率
31.53%。

1/28

辦理「mBot機器人親子體驗營」
，由本局陳銘
煌局長致詞。

2/1

本局陳銘煌局長拜會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洽
商「后里園區綠10-2用地增設滯洪池環境差
異影響分析報告案」
。

2/1

辦理台中場次「科學園區資安資訊分享與分
析中心（sp-isac）平台上線說明會」。

2/2

辦理「勞動基準法修法說明會」
，參加人數約
70人。

2/2

辦理「107年度園區職安衛重點工作暨春安宣
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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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科技部舉辦「科技部及所屬機關主管人員創
新營」，本局陳銘煌局長及許茂新副局長參
加。

2/5

由本局與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中心合辦
「Future of Surgery微創手術未來趨勢研討
會」論壇，由科技部陳良基部長、蘇芳慶次
長、本局陳銘煌局長、秀傳醫療體系總裁黃
明和、西門子健康醫療集團外科部門總經理
Peter Seitz、法國微創手術中心（IRCAD）
總裁Jacques Marescaux及卡爾史托斯（Karl
Storz）執行總裁Peter Solleder等約200人
與會。

2/7

本局會同科學園區公會赴經濟部工業局研商
園區廠商廢棄物處理議題。

2/7

環保署專案小組第2次審查會議決建議通過
「二林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案」
。

2/8

台中園區污水處理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初審會。

2/9

Facebook悠遊中科粉絲團人數突破3,000人。

2/9

「日商安川電機公司中科設廠投資案」記者
會於臺中市政府舉行，科技部陳良基部長、
本局陳銘煌局長、臺中市林佳龍市長出席與
會。

2/9

辦理「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展示中心開
幕活動」，立法院蔡其昌副院長、立法委員
張廖萬堅、科技部陳良基部長、陳銘煌局長、
科學工業園區公會沈國榮理事長、臺中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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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經發局呂曜志局長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胡竹生所長共同剪綵。
2/10

辦理「NVIDIA 基礎課程—人工智慧與深度學
習概論」課程。

2/10

辦理第2場「mBot機器人體驗營」。

2/12

舉辦「中科 2018 FRC 校際盃練習賽」，計約
300 人參加。

2/12

召開「科技部三園區請增警力研商會前會」，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與公會沈國榮理事長共同
主持。

2/12

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中興新村國有財產清
查與盤點工作小組（第 5 次）會議」。

2/13

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參加「台積電 15A 廠致
贈愛心送餐車予財團法人弗傳慈心基金會」
捐贈儀式，亦代表中科管理局捐贈一萬元支
持公益。

2/23

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中興新村國有財產清
查與盤點工作小組(第 6 次)會議」。

2/24

舉辦「FTC （FIRST Tech challenge）機器
人台灣區選拔賽」，由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
進授旗予前二名隊伍並代表台灣參加 4 月美
國底特律舉辦之「2018 FIRST 世界大賽」。

2/26

召開「二林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第39次)
工作會議」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

3/1

科技部陳德新前次長、本局陳銘煌局長參加
台中園區廠商「靚德生醫公司開幕典禮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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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酒會」
。
3/1

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第63次)
工作會議」
。

3/5

科技部陳宗權主任秘書及本局施文芳副局長
等拜會水利署署長洽談二林園區二階環境影
響評估有關長期水源事宜。

3/6

「台灣康寧與友達光電合作建置太陽能板台
中廠設備啟用儀式」
，由臺中市林佳龍市長、
本局陳銘煌局長、台灣康寧玻璃科技集團季
可彬總裁（James P. Clappin）及友達光電
彭双浪董事長暨執行長等人共同見證。

3/7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隊拜會立法院蔡培慧立委
討論「二林園區西區埋設電線管路案」。

3/8、13-14、16 辦理台中園區2場次、后里及虎尾園區各1場
次之「勞動基準法暨其施行細則修正條文說
明會」，計有84家廠商參加
3/9、23

辦理「107年度第1次廠商訪視座談會」
，分別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3/12-17

徵選澳洲「2018FRC雪梨區域賽」台灣代表
隊，由台北美國學校等五支隊伍勝出，本局
投資組廖麗雲副研究員赴澳洲觀摩。

3/12

環保署至后里園區召開「環境影響評估結論
執行監督小組(第45次)會議」
。

3/13

科技部駐印度科技組陳和賢組長率團參訪中
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3/14

環保署環評委員會第328次會議決議:「七星
園區二階環境評估影響案」於3個月內補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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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
3/14

辦理「科技部與園區同業公會座談會」
，由科
技部許有進次長及園區公會沈國榮理事長共
同主持，竹科管理局王永壯局長、南科管理
局林威呈局長及本局許茂新副局長、園區公
會會員廠商代表等與會。

3/14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林威呈局長
率同仁至本局進行檔案管理標竿學習，由本
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接待，分享金檔獎參賽經
驗。

3/14

本局許茂新副局長代表參加國立中興大學
「新農業國際聯盟揭牌儀式」活動。

3/15

召開「二林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第40次)
工作會議」
。

3/15

環保組召開「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7年第
1次會議」。

3/16

參加國發會召開「中興新村國有財產清查與
盤點工作小組(第七次)會議」
，本局報告中興
新村宿舍及公共設施財產清查成果。

3/17-18

辦理「雙足機器人硬體與軟體設計」課程。

3/19

環保署召開「七星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大
會」
，決議辦理後續討論會。

3/20

宏都拉斯國家報總編輯

Ms. Leslie

Carolina Torres Hernández率西語記者團參
訪中科，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接待。
3/20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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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宣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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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局陳銘煌局長到場致詞。
3/22

斯洛伐克外交部經貿總司長馬圖雷大使率臺
斯（斯洛伐克）外交諮商會議斯方代表團參
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 接待。

3/22

環保署至中興園區進行環評監督現地查核作
業。

3/22

辦理「高階3D列印基礎概論」課程。

3/23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陳全木院長率中科實驗
高級中學及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
系系友會參訪中科，由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
接待。

3/23

經濟部工業局舉辦「2018智慧輔具產業發展
趨 勢 策 略 論 壇 」， 本 局 陳 銘 煌 局 長 受 邀 致
詞。。

3/24-25
3/26

辦理「NVIDIA開源軟體」課程。
中亞聯大暨醫療體系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舉辦「中部智慧輔具進軍新南向啟用儀
式」
，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致詞。

3/27

辦理「AI與機器人應用×產業AI化系列論壇」
首場論壇--「智慧工廠智造時代新藍圖」
，由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到場致詞。

3/28

辦理「創新創業洞策先機分享會暨中科1-2月
營業額再創新高記者會」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
主持、台灣彩光公司張永朋總經理及王志峰
執行長到場與談。。

3/31

加拿大卑詩省省議長Darryl Plecas率加拿大
卑詩省省議會訪問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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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局長接待。
3/29-4/4

本局許茂新副局長率隊至東京參訪創客基地
及新創公司，同時參觀 AI 人工智慧應用展。

4/2

科技部駐休士頓科技組游慧光組長率團參訪
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4/9

外交部歐洲司陪同英國國會台英國會小組主
席 Lord Steel of Aikwood 率團參訪中科，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4/11

辦理科技部科學園區「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
（SP-ISAC）」(中科場)說明會，由本局許茂
新副局長主持。

4/11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院長丘樹華中將率團參訪
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4/13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5A廠環
教設施場所揭牌典禮」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代
表受邀參加。

4/13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記者團參觀台中園區廠商
巨大機械、橋椿金屬及程泰機械等。

4/13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一級主管視察中興園區，
了解園區景觀之營造成果。

4/13

召開「2018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
之授旗主辦暨會員頒證」記者會，由科技部
陳 良 基 部 長 致 詞 、 FIRA 大 會 主 席 Jacky
Baltes 頒發會員證書予本局陳銘煌局長。

4/14

與 大 同 大 學 合 辦 「 A i R （ Accompany
intelligent RobotChampion）陪伴型智慧機
器人應用競賽」決賽活動，由本局陳銘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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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頒獎致詞。
4/14-15

辦理「多軸機械手臂應用實務」及「高階3D
列印進階軟體」課程。

4/19

辦理「小蝦米力拚大鯨魚─專利戰實例分享」
講習會。

4/19

辦理「107年度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
會」
。

4/21

與臺中市政府辦理聯合徵才活動，計32家廠
商提供逾 1,500個工作機會，吸引逾700名求
職者，媒合率約4成5。

4/23

浙江省三門縣人民政府縣長李昌明率團參訪
中科，由投資組林靜慧組長接待。

4/26

Innovion 董事長 Tom Devine、執行長 Tim
Townley 拜會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4/30

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專案顧問曾
馨慧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4/25-28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率加油團赴美國底特律
COBO Center「2018年FIRST世界大賽」決賽
會場；並與FIRST主席Donald E. Bossi及FRC
負責人Daniela就2020年區域賽主辦權進行
討論。

4/30

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專案顧問曾
馨慧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5/1

澳洲聯邦眾議員 Anthony Norman Albanese
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接待。

5/3

印 尼 科 研 高 教 部 首 席 部 長 顧 問 Dr. Hari
Purwanto與泰國教育部教育議會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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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Charuaypon Torranin率團參訪中科，由
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5/3

環保署至后里園區進行環評監督現地查核作
業。

5/4

科技部召開「台達擴大投資中科機器人研發
總部」記者會，由陳良基部長主持、本局局
長陳銘煌及台達董事長海英俊等貴賓與會。

5/7

本局陳銘煌局長主持「107年度中興園區廠商
訪視座談會」。

5/8

本局陳銘煌局長陪同蔡英文總統前往橋椿金
屬股份有限公司，瞭解智慧機械製造與產業
創新發展現況。

5/8

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致詞由東海大學、台灣
台中軟體園區發展產學訓聯盟與台灣雲端計
算學會共同主辦之「2018大人物雲創新應用
研討會」
。

5/8

本局林梅綉主任秘書代表與會並致詞逢甲大
學與德國西門子公司舉辦「產學攜手實踐虛
實整合－西門子機電一體化台灣首演論壇」
。

5/9

辦理「2017年及2018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永
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啟始會議及教育訓
練暨工作計畫書審查會。

5/10

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處長林志堅率團參訪
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5/11

印度國會下議院議員Harish Chandra Meena
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5/15

函報地方主管機關(台中市政府及雲林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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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核定有關「台中、虎尾、后里及七星園區
污水下水道系統納管水質標準及使用費之水
質分級、分級費率、計算公式、收費項目及
單價表（草案）
」
。
5/15

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
部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研商會議。

5/15

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致詞「臺中巿政府創新
創業輔導培育計畫－創投媒合會」。

5/16

召開「中科二林園區二階環境影響評估（第
41次）工作會議」
。

5/17

辦 理 「 107 年 度 勞 工 退 休 制 度 及 法 令 說 明
會」
，約85人參加。

5/17

辦理「創新創業激勵計畫Pitch & Coach」，
本局陳銘煌局長勉勵獲選團隊。

5/17

107年5月17日本局陳銘煌局長率科學工業同
業公會沈國榮理事長及本局營建組共同拜會
台中水利會，協調有關七星園區調用加強灌
溉管理節餘農業用水水價事宜。

5/18

由科技部產學司林明徹科長、本局陳銘煌局
長率隊及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共同拜會
自來水公司郭俊銘董事長，協商二林園區長
期用水供應來源之可行性。

5/19

科技部人文司委託暨南國際大學於省政資料
館辦理「中興新村風華再現共識論壇」
。其中
針對第四場「南核心的再開發」議題，由立
委蔡培慧擔任引言人，本局陳銘煌局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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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與相關與談人就南核心未來發展提
出交流意見。
5/22-27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團赴泰國曼谷及清邁等
地進行科技參訪，加強台灣與泰國雙邊科學
園區及產學研界之鏈結，以落實政府新南向
政策。

5/23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於環保署環
評審查委員會第331次會議決議通過審查。

5/23

立法院蔡其昌副院長召開「科技部三園區請
增警力研商會議」
。

5/24

北美台灣同鄉會回國訪問團團長黃瑞瑩率團
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5/26

辦理「機器人競賽名人實作經驗分享」講座。

5/30

海地共和國總統S.E.M.Jovenel MOÏSE率團參
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5/30

環保署召開「中科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
開發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執行監督
小組（第46次）會議」。

6/1

江蘇省泰州市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楊國華率蘇
台科技交流培訓團參訪中科，由本局林梅綉
主任秘書接待。

6/1

辦理「107年度后里園區廠商訪視座談會」，
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6/2-3、6/9-10

至花蓮震災地區復興國小、中正國小與玉里
國中等3所學校，舉辦「2018(花蓮區)FIRA
Youth世界盃青少年機器人訓練營」
。

6/4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來訪洽談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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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發電線路於園區道路埋設事宜。
6/4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境差異影響分析報
告(第7次)工作會議」
。

6/5

環保署於后里園區召開「環境影響評估監督
小組(第46次)會議」
。

6/6

辦理「科學園區公會高階主管聯誼會暨107年
度中科園區模範勞工表揚活動」
，台中市政府
副秘書長郭坤明、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
本局陳銘煌局長、工研院機械所胡竹生所長
皆出席與會。

6/7

辦理「107年度虎尾園區廠商訪視座談會」，
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主持。

6/8

泰 國 國 家 科 技 發 展 署 副 署 長 Ms. Suwipa
Wannasathop 參訪中科，由本局林梅綉主任
秘書接待。

6/8

后里園區廠商千附實業公司舉辦「中科二期
新建廠房落成啟用典禮」，臺中市林佳龍市
長、本局許茂新副局長、美商應用材料公司
Duane Loos副總裁受邀出席。

6/8

辦理「智慧機械科技大賞－聯合成果發表
會」
，由科技部部長陳良基、科學園區同業公
會理事長沈國榮、臺中市政府專門委員江振
瑋及本局局長陳銘煌開場致詞及與談。

6/12

「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
計畫第二次變更案」函送彰化縣政府審查核
備。

6/13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32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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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過「七星園區開發計畫之二階環境影響
評估案」審議。
6/13

環安組代表出席「台中園區擴建案之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案」行政訴訟程序準備庭。

6/13、6/27

舉辦「敦親睦鄰交流參訪」活動，本局陳銘
煌局長率一級主管與中興園區及台中園區周
邊市（區）公所長及里長等交流。

6/15

召開「中科實中擴部增班專案小組第1次會
議」，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主持。

6/15

辦理「107年度第1次資安研討會」
。

6/15

環保組召開「台中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7年第
2次會議」。

6/15

辦理「107年度勞動基準法令研習會」
。

6/15

科技部許有進次長視察中科，由本局陳銘煌
局長率同仁陪同拜訪后里園區高聖精密公
司，且與自造基地現場maker交流。

6/19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興園區舉辦「全
球研發中心暨企業總部開幕典禮」
，科技部許
有進次長及本局陳銘煌局長受邀出席。

6/20

波蘭科學暨高等教育部次長Dr.

Piotr Dardzi ski率

團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副局長接待。

6/20

環保組召開「后里園區環保監督小組107年第
2次會議」。

6/21

本局與台中市環保局共同舉辦「溫室氣體減
量策略」講座(台中及后里園區各1場次)。

6/22

召開「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境差異影響分析報
告(第8次)工作小組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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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本局與中原大學共同舉辦「機器人輔具的未
來趨勢論壇暨機器人輔具體驗營」
，由本局陳
銘煌局長致詞。

6/23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同仁陪同國發會陳美伶主
委及主管同仁參訪中興園區正瀚生技公司及
經濟部中創園區。

6/27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33次會
議通過「台中園區擴建案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案」審議。

6/27

金可集團暨永勝光學公司舉行「中科新廠竣
工典禮」
，本局陳銘煌局長、南科管理局林威
呈局長、臺中市郭坤明副秘書長等人皆受邀
出席典禮儀式。

6/28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率隊拜會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劉火欽副局長洽談中科實中擴部增班事
宜。

6/28

本局與虎尾科技大學共同舉辦「中科園區投
資招商說明會」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與虎尾科
技大學楊達立副校長聯合主持，與會貴賓包
括雲林縣丁彥哲副縣長、洪宗熠立法委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陳瑞嘉分署
長等。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