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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廖婉妤

產業AI化的未來與契機  
產官學研齊聚交流
CTSP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 Exchange Meeting Held for 
Promoting AI Technology

産官学はAI産業について意見交換

產
業AI化在國內發展有無窮潛

力，除可善用現有資通訊產

業之優勢外，並可結合關鍵技術在

智慧製造、智慧醫療及智慧農業等

利基領域，聚集新的產業聚落。本

局於9月20日召開「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產學研訓交流會議」，邀請產

官學研12位代表出席與談，針對中

科人才軟實力促成與策略規劃制定

上進行深度討論，並從現今產業發

展趨勢及未來會面臨的議題探討如

何輔導新創企業；從制度面鼓勵創

新活動，再搭配人才媒合、資金協

助等面向的激勵配套措施，營造更

為開放、多元價值的創新環境。

本局局長許茂新表示，中科近年推

動「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

畫」、「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

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

及「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

畫」等，促使許多新創團隊、廠商

及學研機構進行智慧技術研究創新

並積極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提升

技術層次與國際競爭力，為產業界

培育更多人才。

產官學研意見交流  共同努力

合盈光電公司董事長許玄岳在會議

中指出目前業界最缺的是AI人才，

建議大學每個科系都應設有AI基礎

入門課程，並非侷限資工系與電機

系，俾使各行各業都能充分發展AI

協助解決產業難題。程泰機械公司

課長黃柏翰認為完整大數據資料庫

是發展設備AI化的關鍵，易因收集

資訊不足造成開發時無法測試設備

在各種情境的可用性與正確性。彰

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科長陳

駿瑜也指出AI目前如突破「技術準

確度」及「合理價格」兩大問題，

將更能幫助國內紡織及花卉等傳統

產業的推動，以及因應台灣人口

老化問題，補足長期照護人力的缺

口。

此次透過產官學研齊聚分享執行經

驗及意見交流，集思廣益的建議

下，期許未來共創產學雙贏，連結

產業及配合政策方向，共同為產

業AI化的未來努力，培育更多AI人

才，提升產業競爭力。

本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左二）和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周至宏（前排右二）等產官學研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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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局長布達

打造第二代科學園區的新輝煌時代
An Inauguration Ceremony Held for CTSP's New Director, 
Dr. Maw-Shin Hsu

CTSP新局長の就任式　二代目の栄光時代を作る

文／人事室 戴麗美、圖／陳翰農、投資組 林學侃

新任局長許茂新就任  眾望所歸

本局代理局長許茂新於9月2日獲

行政院核定真除陞任局長，布達暨

宣誓典禮於9月11日舉行，由科技

部政務次長許有進主持授印，科學

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監事長謝

其嘉、中科產學訓協會理事長薛富

盛、中科實驗中學校長林坤燦等貴

賓均到場祝賀，典禮過程簡單隆

重，順利圓滿。

許次長致詞時肯定許局長臨危受

命，在極短時間內接下代理局長的

任務，期間中科各項業務無縫接

軌、運作順暢，短短3個多月的代

理期間成績有目共睹；積極招商，

園區新引進廠商家數4家、二林園

區產業專區已有13家廠商承租達72

公頃土地，后里七星園區也有10家

廠商投資81.8億元，承租27公頃土

地；充分展現其積極的態度與卓越

的領導能力。期許本局在許局長的

領導下，未來能更積極推動科技部

所指示的各項重點施政業務，以創

新的精神，積極務實的態度，加速

辦理各項產學研發、人才培育與產

業升級計畫，推動中科發展成為高

附加價值的創新創業園區。

許局長表示，這次陞任局長，感謝

部長的拔擢，科技部的肯定，感

謝次長在過去這段時間的殷切指

導，感謝沈理事長一直以來的大力

支持，接下這個職務是責任與使命

的開始，未來將戮力以赴，不負大

家的期許。中科在歷任局長的領導

下，16年來快速發展到目前的規

模，都是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目

前正面對中美貿易戰升溫，全球經

濟受到衝擊，產業也面臨激烈競爭

時刻，於此之際接下局長的重擔，

將在前人佈建的基礎上全力以赴並

深耕創新，帶領中科勇敢的改變、

躍進！也提出幾個策略與方向繼續

努力：

1. 打造中科成為兆元產值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年營業額業已突破新

台幣1兆元，中科2019年上半年累

計營業額新台幣3,700億元，較107

年同期成長5.69%；預計全年營業

額將突破7,500億元更邁向8,000億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左）主持授印，新任局長許茂新（右）接下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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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新台幣，未來加入后里七星、二

林、中興園區之營運，將更加努力

創造下一個兆元產值園區。

2. 創建全國最大智慧精密機械產
業園區

本局正加速二林園區土地公共工程

之開發，未來將結合中部地區（中

彰投雲嘉）既有精密機械產業優

勢，大肚山60公里黃金縱谷，引進

上下游相關產業，擴大智慧精密機

械產業聚落，發揮產業供應鏈群聚

效益，使中科二林園區成為全國最

大智慧精密機械產業園區。

3. 鏈結產學資源 

 協助園區產業AI智慧化

產業AI智慧化是未來趨勢，本局將

擴大鏈結產學資源、建構產學研平

台，透過跨界合作，使學研能量發

揮功能以提升產業技術，創造產

品附加價值。同時強化中科AI機器

人自造基地能量，運用AI人工智慧

技術協助產業智慧化，促進產業

技術升級，因應未來全球智慧化

產業之競爭需求。

4.  建構創新生態系統 

 打造智慧綠能與數位經濟園區

未來中科朝智慧綠能產業升級邁

進，本局將協助園區事業運用AI人

工智慧及區塊鍵技術，打造智慧

綠能產業與數位經濟園區，配合

國家產業政策，推動IOT物聯網、

智慧機械、綠能、醫療照護等國

家重點產業發展，形塑未來新特

色科學園區、打造世界綠色科學

園區典範。使中科成為：創新創

業基地、技術研發中心、產業加

值園區、企業全球營運總部。

5. 人才扎根 

 積極推動中科實中國際化

科技人才是園區產業永續發展的

根基，將積極推動擴部增班設校

計畫及校舍增建，增設雙語部並

新設國小部、幼兒園，完成中科

實中國際化。

6. 打造優質的園區環境

本局正規劃虎尾園區標準廠房一

期新建工程及二林園區標廠興建

計畫，建構園區事業優質進駐

空間及投資環境，提供高效益

性單元空間標準廠房，因應廠

商需求，預計提供30~50家廠

商進駐以擴大經濟效益。

7. 提供充足水電
 保障園區廠商無慮

科學園區基礎設施完善，園區

內廠商均為高科技產業，高度

要求水電供應品質，保障園區

廠商水電供應無慮是本局的使

命，必全力以赴提供園區充足

水電供應，保障園區廠商水電

供應無慮。   

以終為始  再造中科

「追求第二代科學園區的新輝

煌時代」，本局將秉持創新、

勇敢、改變之精神全力以赴。

未來中科的團隊，將會是充分

授權的開放團隊，局長也鼓勵

所有主管及同仁，遇到問題應

該積極面對處理，想辦法尋求

問題解方，同時要提升行政效

率及便民服務。本局團隊有信

心成為轉移時代的開創者與承

擔者，也期盼園區事業齊心協

力共同打拼，讓所有進駐中科

之園區事業永續發展，發光發

亮，為台灣經濟再創新猷。

新任局長許茂新致詞，提出7大願景。

各方貴賓到場祝賀，一同迎接中科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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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王志群

首發！中科泰國醫療參訪團

拓銷海外市場
CTSP with Tenants Visits Thailand to Expand the Market & Explore Local 
Healthcare Industry Development

タイの医療産業見学　海外市場を開拓

為
強化我國生醫產業發展，打

造中部地區生醫產業聚落，

本局自108年起執行「加速中部地

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該計畫最

主要目的之一即為協助廠商拓銷市

場，因此，本局由投資組組長林靜

慧率同仁與計畫辦公室塑膠中心以

及計畫執行廠商全友電腦、通用幹

細胞、揚誠精密、長陽生醫、鐿鈦

科技、合錦光電、新廣業等7家廠

商組成醫療參訪團，於9月8日至12

日赴泰國曼谷參訪交流，希望在泰

國尋找合作平台，協助廠商行銷海

外；本局亦進行招商宣傳，增加中

科國際曝光度，吸引更多國際廠商

投資中科。

兵分二路　把握所有機會

第一天首站來到瑪希敦醫學大學

（Mahidol University），該大學是

泰國第一所高等學府，成立於1890

年，於1943年改為醫學大學，並於

1969年更名為瑪希敦大學。校名

來自泰國現代醫學及公共衛生之父

–宋卡親王瑪希敦．阿杜德。泰國

許多先進的醫學設備皆設立於瑪希

敦大學，該校致力於醫學、健康科

學及基礎科學的研究與教學。參訪

團除介紹中科投資環境外，並與校

方積極交流，不放過任何可能的合

作機會。下午行程，為了在有限的

時間內達到最大效益，參訪團兵分

二路，一部分人員前往Mashroom 

co-working space，該共享聚落致力

於連結台灣與泰國，人與人、企業

與企業的互助，藉由台、泰各領域

專家在曼谷共同駐點服務，協助進

駐廠商在泰國當地進行市場拓銷與

合作夥伴媒合，交流中，參訪廠商

除介紹自家產品外，也積極尋問進

入泰國市場的各種機會；至於另

一行人則前往Emerald Nonwovens 

International Co.,LTD，該工廠是一

台商企業，在泰國從事醫療耗材生

產及OEM，合作對象均為國際大

廠，主要產品為手術衣、拋棄式口

罩、拋棄式鞋套、工作檯鋪巾及手

術包等，從原料選購、生產設備驗

證、產品製造及檢驗消毒等，均依

照歐、美、日FDA製造生產，此企

業在泰國員工千餘人，是我國廠商

在泰國生產拓銷的標竿。

互信合作需要持續努力

第二天前往朱拉隆功大學醫工系參

訪，朱拉隆功大學是泰國第一學

府，也是全國最有威望的大學，參

訪團除與學校座談交流、介紹中科

投資環境外，也參觀相關研究成果

展示及其實驗室，了解其學校於醫

學領域之發展，之後並前往朱拉隆

功醫院參觀，朱拉隆功醫院是泰國

最大醫院之一，也是朱拉隆功醫學

中科參訪團於Mashroom參訪交流 台商企業Emerald Nonwovens International Co., LTD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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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教學醫院，其

技術、科研與醫

學實驗等成果在泰

國均是首屈一指，

參觀其手術室等醫

院軟硬體設施對於

了解泰國醫療產業發展有所助益，

也讓參訪團對於醫材市場之實際需

求及應用有更進一步了解。之後參

訪團來到我國駐泰國經濟文化辦事

處，並與大使童振源座談交流，童

大使除如數家珍般介紹泰國經濟發

展特色，也說明我國政府新南向政

策與泰國的各項合作機制及媒合平

台，會後本局也將參訪團廠商資訊

提供與辦事處，希望如有任何資訊

都可轉介與廠商廣為利用，此外，

童大使也指出台商新南向發展必須

有效垂直整合，善用駐館的人脈連

結，才能發揮最大綜效！海外拓銷

並非一蹴可幾，初次見面只是個開

始，離後續的實際合作或取得訂單

尚有一大段距離，惟有善加利用各

項資源，持續敲門扣關，取得彼此

互信基礎後，才有可能真正取得打

開海外市場大門之鑰。

竹科中科  
會師泰國亞洲國際醫療展

第三天及第四天行程是此行重頭

戲，兩年一次泰國及東南亞指標性

醫療展會的泰國亞洲國際醫療展

（Medical Fair Asia Thailand），該展

共吸引超過60個國家、1,000家海

內外參展商及10,000名專業買主及

生醫產業人士共同參與。本局由投

資組組長林靜慧率隊的參訪團與竹

科管理局副局長許增如率隊的參訪

團於會展中進行大會師，一行人氣

勢蕩蕩，充分展現科學園區協助廠

商拓銷國際的決心，中科參訪團廠

商亦兵分多路，眼光早已鎖定目標

對象，進行重點突破，各自尋找於

會展中的商機，舉凡產品考察、技

術合作、通路代理等通通不放過。

此次會展台灣也有不少廠商參展，

如衡奕、友信醫療、大中醫療、峻

程科技、益達、康威利、亞果生

醫、文匯及和康生技等，藉由此次

難得機會能有多家潛在廠商齊聚，

投資組林組長也一一拜會並介紹中

科投資環境，進行招商，為未來廠

商進駐中科奠基。

泰國醫療參訪團是中科率廠商拓銷

海外的處女秀，更代表著中科協助

廠商行銷海外市場的第一站，五天

四夜行程雖然短促但卻充實，對於

廠商布局海外已有初步成效，相信

未來的效益會日漸彰顯，協助廠商

更上一層。在日益競爭的國際經貿

環境下，台灣必須秉持小國大戰略

思維，將眼光放遠，中科協助廠商

奠基台灣，行銷全球，在產官學研

不斷的努力下，我國生醫產業定能

在國際立足，成為新南向新星！

駐泰國經濟文化辦事處大使童振源（前排右四）與投資組組長林靜慧（前排右三）所率領參訪團合影

1. 參訪朱拉隆功大學醫工系

2. 駐泰國經濟文化辦事處大使童振源（前排右七）
與本局投資組組長林靜慧（前排右六）所率領參

訪團於泰國醫療展合影

3. 組長林靜慧（左一）、成大醫工系教授葉明龍
（右一）與瑪希敦醫學大學代表合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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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服務平臺網站  讓您生活更便利！
New CTSP Industrial & Commercial Service Website Is Now Online

ビジネスサービスウェブサイト　生活をもっと便利に

文／工商組 洪新墉、圖／投資組 林學侃

虛實整合介面平臺

中科今年邁入第16年，無論在研

究、生產、營業額等皆在產值上屢

創新高，本局局長許茂新表示2018

年中科營業額達到7,249億元，在

進駐企業與就業員工愈來愈多的階

段，本局也同樣關注與重視生活機

能；為進一步提升與滿足園區廠商

工商服務需求，於108年9月4日舉

辦「提升園區生活機能＆工商服務

平臺網站」宣導會，結合「工商服

務平臺」，邀請工商服務業廠商與

科學事業廠商雙方進行交流，作為

「虛實整合介面平臺」。

宣導會主軸

為提升園區生活機能，以本局工商

服務平台網站為主，邀請供需廠

商宣導交流，成為虛實整合介面平

臺；宣導會第一階段，邀請食衣住

行廠商推廣服務並進行雙方交流，

第二階段則邀請廠商至漢翔航空

「翔園」生活園區參訪，實地感受

類似美軍的生活園區。

與會貴賓－工商服務業與科學工業

本次活動受到各行業與貴賓熱情

贊助，包括二大超商業者（7-11、

OK）、三家銀行（企業個人理財

服務-台銀、土銀、永豐金）、二家

商務飯店（順天環匯酒店、翔園會

館）、三家媒體（科技人文、大千電

台、大台中數位電視）、四家園區廠

商（正瀚極品咖啡、靚德生醫、台灣

利得、台灣美罩）及百年糕餅名店陳

允寶泉、花藝館、德鎰實業（安全

鞋）等工商伙伴；園區廠商亦踴躍出

席，包括巨大、台灣美光、金可集

團、正瀚生技、台灣立期、友達光

電、合盈光電、法液空、光燿科技、

藥華醫藥、玉晶光電、捷時雅邁科、

旭東機械、凌嘉科技等大廠參加，總

人數超過100人。

工商服務平臺QR code

宣導會交流熱絡 因應智慧手機設計平臺網站

CTSP10S1_S7.indd   6 2019/10/3   下午3:54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7╱

Park New
s

園
區
要
聞

1

評選活動，園區廠商詢問申請情形

非常熱絡。

第二階段翔園參訪

漢翔航空所轄翔園生活園區歷經時

代洗禮與組織變革，將閒置房舍整

修後，釋出會議室及部分房舍與周

邊企業合作，提供中長

期高階主管或外國白領

專業人才商旅住宿，藉

以活化生活園區，本局

局長許茂新特別感謝漢

翔董事長胡開宏與副總

黃淑媛熱情接待，與會

第一階段宣導內容

本次工商服務廠商宣導內容有大數

據智慧販賣機、企業個人理財、

媒體企業形象塑造、企業中長期商

務住宿、花藝生活、健康糕餅及生

技產品－咖啡、保養品、科技防護

衣著等優質服務；在提供企業白領

中長期商務住宿需求業者方面，特

別感謝順天環匯酒店、翔園園區熱

情支持，可作為企業高階主管與白

領專業技術人才中長期商務住宿參

考；另也感謝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特

別配合本宣導會推廣「幸福企業」

本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左九）和與會貴賓在Tiger2001退役機前合影。

與會貴賓參觀翔園一隅

工商服務平臺網站　　　　　　　　　　　　　　　　　　 

107年本局為增進五大園區工商生

活服務資訊，於本局網頁中建置工

商服務平臺網站，平臺具備三大功

能：手機app下載、工商服務業資

訊與相關連結。

1. 手機app下載：將時下最新、最

高人氣、最受歡迎之餐飲（含

外送）、交通服務、網路銀行

app連結，期藉以網路服務替代

實體通路之目標。

2. 工商服務業資訊：蒐整中科五

大園區主要工商服務業，包括

工商行政、生活餐飲、教育中

小學及周邊熱門商店，考量使

用者行動便利性，以RWD響應

式網頁設計（Respons ive web 

design），使用者可以於行動裝

置直接操作，包括撥打電話、

導航、查找營業時間與網路評

價等資訊。

3. 相關聯結包括連結台中市政府

勞工局、園區公會、COMPASS

吃喝玩樂大台中等網頁。

貴賓備感溫馨，也讓活動熱度達到

最高點。

工商服務平臺歡迎工商服務業廠商

加入，更歡迎園區廠商多多利用，

本局亦將持續提供園區廠商更優質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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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安組 洪進源、圖／投資組 林學侃

中科應變聯防演練  科技救災利器登場
2019 Annual Joint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 Co-hosted by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CTSP & AUO

災害対応力訓練　テクノロジーと災害救助ツールを結び

本
局與友達光電公司后里廠共

同於9月17日舉行「108年度

緊急應變觀摩演練」，狀況想定整

合園區安全防護及災害應變聯防等

情節，包括：地震狀況疏散避難、

火災與毒化災的應變聯防等項目。

本演練中的亮點，在科技救災利器

的運用展示：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出

動「履帶式遙控砲塔車」，以遠端

遙控方式滅火；友達光電后里廠並

邀田屋科技（股）公司合作，以無

人直昇機空投滅火彈方式滅火，除

提高救災效率外，並避免救災人員

深入火場及有毒氣體區域；全場演

練共動員百餘人參演，過程逼真、

應變動作確實。

結合救災與科技  遙控無人載具　

本演練狀況模擬中部發生規模7.5

大地震，台中市最大震度6級，本

局及園區廠商立即啟動應變機制，

進行地震之避難、疏散及震後所

屬建物、設備受損狀況確認並通

報；友達光電后里廠啟動緊急應變

本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左八）、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及化學物質局副局長陳淑玲（前排左五），友達光電永續長古秀華（前排左六）

與友達光電（股）公司及聯防演練團隊合影。

中科應變聯防演練，以無人直昇機攜帶紅色滅

火彈空投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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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ERT），對光阻劑供應系統

（SRS）建築物／設備之火災、氯

氣氣體鋼瓶掉落發生洩漏之狀況進

行處置，通報相關救災單位支援，

進行傷患救援、水霧防護、滅火、

毒化物止漏及廢水圍堵等作業。台

中市政府消防局派遣器材車、水箱

車及「履帶式遙控砲塔車」等支援

救災，執行火勢控制、人命救助並

確保救災搶救人員行動安全等工

作；本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啟動

聯防應變組織，調度園區聯防支援

救災器材，並請求陸軍第十軍團

三六化學兵群聯防協助；台中市政

府環保局獲報後到場協助毒化災之

應變指揮，並調派空氣品質監測車

到場進行監測，行政院環保署中區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則協助環境

監測作業，最後在各單位全力搶救

下，完成災害應變聯防搶救作業。

攜手各方單位  園區防災最全面

本局局長許茂新於致詞時表示，中

科持續努力建構創新導向的優質投

資環境，除了積極整合資訊科技設

備加強防災準備外，並與中央氣象

局、陸軍三六化兵群、中區環境事

故專業技術小組等簽訂聯防協議，

更在平時積極的輔導廠商做好製程

安全評估、工安及安全聯防等災害

預防工作，也藉由辦理救災聯防訓

練及演練，來提升園區整體的安全

防護及應變效能；未來更期望在科

技救災方面多加推動，萬一發生災

害時，於第一時間就能消弭災害於

無形，降低可能帶來的損失。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副

局長陳淑玲亦到場講評，嘉許園區

廠商對於毒化物質洩漏應變聯防之

動作確實到位，並期勉各單位能再

持續精進。

本局每年度積極輔導廠商落實環

保、工安及災害預防的工作。此

外，也積極辦理聯防救災訓練及演

練，以提升園區廠商緊急應變技能

及反應。

1. 中科應變聯防演練，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出動
「履帶式遙控砲塔車」協助救災。

2.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身著防護衣，對意外洩漏
的化學鋼瓶進行處置。

履帶式遙控砲塔車協助救災作業 中科應變聯防演練，陸軍第十軍團三六化學兵群出動MD-105重型消毒
車進行大區域消毒作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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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廖婉妤

挹注新創能量  開創中興園區新未來
Chung Hsing Park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Forum & Business 
Recruitment Seminar

中興パークにイノベーションフォーラムを開催

為
結合中部地區大專校院新創

能量，本局9月27日於南開科

技大學舉辦「中科中興園區創新創

業論壇暨投資招商說明會」，並邀

請產業界與南投縣政府共襄盛舉，

引領中科中興園區在地產業加值轉

型。

本局局長許茂新致詞表示，中興園

區有優質工作環境與便利生活機

能，聚集工研院中創園

區與資策會研發機構及

園區廠商正瀚科技、百

佳泰、瀛海國際及信織

實業等高科技公司，很

適合企業進駐設立研發

中心。

新創團隊成果發表　

展現中興園區優勢

今天活動以中興園區發

展優勢之「科技研發、

文創、農業」為主題，邀請到6所

大學9組創新創業團隊分享研發成

果。其中南開科技大學4組團隊報

告如何應用技術協助南投百香果與

咖啡農產品、長期照護及樂活美學

等特色產業加值發展；中興大學創

業團隊「茶易堂」分享其茶葉製程

改善及開發農創產品之創業過程；

暨南國際大學研究團隊介紹其開發

出的農業物聯網整合系統。

文創方面，臺中教育大學「賣腦瓜

工作室」說明將理路應用在文創

形象視覺設計案例、臺中科技大學

「碩米影像設計」團隊分享數位典

藏紀錄與在地人文產學合作經驗；

另朝陽科技大學A2I 智慧產業技術

研發團隊展現其智慧影像辨識技術

及自動化腳本設計，可快速代理作

業人員進行各種重複性項目。產業

界部分則由中興園區廠商正瀚生

技、工研院分享產業技術與發展現

況，本活動藉由產學研互動交流，

期能將中部地區大學可供合作技術

或研發成果能與企業界共同開發。

此外本活動亦主要針對中興園區的

投資環境、投資優惠措施等主題進

行詳細介紹，讓有興趣投資設廠廠

商瞭解相關申請入區程序，未來將

透過推動各項產學研發、人才培育

與產業升級計畫，推動成為高附加

價值的創新創業園區。

本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右三）與產學界來賓合影

本局局長許茂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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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林怡君

蘿蔔頭之夜─智慧化魚菜共生系統
Robot Night at CTSP AI Robotics Hub: Creating a Home Aquaponic 
Farm with Fish & Vegetables

ロボットに関する夜の講座－魚と野菜の共生システムをAIへ

前
幾年食安風暴席捲全台，為

了「食」得安心，坊間流行

「魚菜共生」系統，不僅自給自

足，還能滿足都市人「在家裡也

能當農夫」的心願。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日前邀請物聯聚絡

（VilleSmart）創辦人陳念祖來與大

家分享「農藥不要來！智慧化魚

菜共生系統」，教大家如何在家

裡DIY建立一套簡易的魚菜共生系

統，並透過「物聯網」來「智慧管

理」魚缸與菜圃。

陳念祖表示，「物聯聚絡」是「以

人為本」的物聯共享開發公司，過

去專注在長照領域，後來發現「魚

菜共生」是透過有益菌的水循環，

調節魚隻與蔬菜所需要的養分，具

有不灑農藥、不用施肥、不需除草

等優點，因而投入智慧農業行列。

物聯網相助 晉升智慧農夫

「每種魚都有最適合生長的溫度，

每種蔬菜也有適合的濕度，因此要

隨季節、種類來調整，物聯網則是

大家的智慧小幫手」陳念祖建議大

家可以利用電源控制器來開關燈、

餵魚，並在魚缸與植栽盆內增設各

式感應器，透過物聯網的方式，將

各項數據匯集在電腦、手機APP，

再利用無線網路、

藍牙等方式傳輸至

雲端資料庫中，不

但可以隨時查詢，

還能從中分析出最

適合的養殖方式，

晉升成智慧農夫

喔。

中科羅蔔頭之夜，報名學員熱絡踴躍。

智慧化魚菜共生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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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rup Journey
網

路發達的時代下，民眾依賴

網路來評估所需資訊，無論

是在購物、美食、醫療或是旅遊

等，當然，消費者對於在網路上購

買保險這件事也越來越不陌生。本

局輔導「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團

隊「Triple-I」，今年在宏碁基金會

所主辦的龍騰智聯網競賽中取得佳

績後，隨即入選科技部創新創業競

賽，在100多隊中脫穎而出，目前

已前進18強，該團隊打破傳統保險

框架，以快速、多重比較、讓顧客

在無壓力且公正客觀的條件下，在

網路上以大家熟悉的操作方式，規

劃出客戶所需要儲蓄保險。

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保單

Triple-I的兩位創辦人了解民眾對於

儲蓄險考量的關鍵因素為投資報酬

率，透過Triple-I網路平台即可快速

找到適合自己的儲蓄險，平均只需

要三分鐘便可以完成線上下單，後

續也只需要10~15分鐘就能夠完成

線下簽約，比起傳統的方式耗費

大量溝通時間，Triple-I平均替客戶

及業務員省下了92%以上的投保時

間，另為鼓勵民眾多使用線上工具

來下單，Triple-I將替雙方省下的時

間換成點數回饋給保戶，並且與

同樣是新創公司的Ocard做點數對

接，可以兌換里程數、禮券及在全

台1,000家以上的餐廳使用，為民眾

提供更便利、更優良儲蓄規劃。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保險業的 Agoda－「Triple-I」
Tripple-I Website Helps Customers Effectively Select Suitable 
Deposit Insurance

保険産業の便利なアブリ－「Triple-I 」

Triple-i獲得龍騰微笑創新創業競賽佳作，創辦人郭季儒
（左二）共同創辦人林子恩（左三）、產品經理李赫

人（右二）、前端工程師李怡萱（右一）上台領獎。

Triple-I使用簡易步驟

中部科學園區專屬優惠代碼

『ctsp1000』，下單可額外獲
得家樂福1,000元禮券

Triple-I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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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造成通關時程延宕，

甚至影響產線生產情形

發生。接著由講師許茗

豪在進出口通關流程、

貨物申報規定及通關注

意事項等進行解說；講

師伍國樑則向園區廠商

說明如何依法輸入大陸

管制物品，及輸入後

廠商應配合之管制作業，避免誤觸

法令而遭處罰情事發生。講習會最

組，在切齒後尚需經過磨

齒機加工研磨，以符合其

高速運轉的需求。

本案公司屬新創公司，由

中正大學校長馮展華領導的精密

傳動實驗室研發團隊，長期專研齒

輪專用軟體運算核心及精密齒輪切

製法路徑運算方程式研究提供技術

來源，並結合中正大學前瞻製造系

統頂尖研究中心主任劉德騏教授領

導的工具機結構分析團隊，長年耕

耘工具機高剛性結構技術，已與國

本案公司屬新創公司，由

文、圖／工商組 邱美祝、陳慧玲

本
局為增進園區事業通關保稅

作業人員了解科學園區進出

口通關實務及作業流程，特於9月

19日舉辦「科學園區進出口通關實

務」講習，並邀請財政部關務署臺

中關駐園區海關許茗豪及伍國樑講

授通關作業與大陸物品管制執行作

業。

講習會首先由工商組組長黃懿美致

詞，說明並鼓勵廠商須多多明瞭相

關規定，將可避開因文件或作業錯

會後廠商代表向講師許茗豪（右）提問

後在廠商代表與講師熱烈互動問答

後，圓滿完成。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文／投資組 林雲志、圖／投資組 劉志虔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6次

會議於108年9月9日假科技

部召開，會中通過中科1家新創公

司投資案，投資總額計新台幣3億

元，為精密機械產業之前瞻傳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瞻傳動科技主要研製齒輪加工機

（六軸同動數控重切削齒輪加工

機、高精度五軸同動數控傘齒輪研

磨機），切齒機用於加工汽車動力

傳遞所需要的傘齒輪組，另外針

對精密機械高速傳動所需的傘齒輪

內多家齒輪加工專業廠商累積多年

的合作經驗，未來本案公司將與中

正大學簽署技術移轉授權合約。團

隊成員具備完整的硬體設計及電控

功能技術開發經驗，可提供客戶最

佳生產效率及高品質的齒輪加工機

產品。

科學園區進出口通關實務
Lecture on Import & Export Customs Clearance Operation & Procedure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の貨物輸入輸出作業に対する通関講座

前瞻傳動科技磨齒機

前瞻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New Force at CTSP: Advanced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 LTD.
CTSPの新しい入居企業―Advanced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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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企劃組 陳俊安、圖／投資組 林學侃

企業對假新聞之因應策略
Lecture on Coping Strategy of Defending Enterprises against Fake News

偽ニュースに対して　企業の対策

隨
著網路社群媒體興起，假消

息、假新聞也隨之猖獗，有

心人士透過社群媒體及傳統媒體散

布不實訊息，造成各種亂象，對政

治、經濟局勢及企業經營所造成的

影響與日俱增。本局為協助園區廠

商辨識、查證假新聞，並因應假新

聞所造成之衝擊，特於9月18日與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合辦「企業對假新聞之因應策

略」研討會，並邀請建業法律事務

所資深顧問余佳璋及合夥律師李育

錚擔任講師。

解析假新聞的成因

從實例到法律對策　　

余佳璋顧問首先就「企業對假消息

之辨識及因應策略」加以說明，以

其曾任職於新聞等媒體記者及新聞

部主管之經歷及實際案例，分析假

新聞、假消息的成因及影響，並提

出查核及因應之方式。余顧問認為

假消息、假新聞並非現代產物，自

古人類即運用假消息在戰場欺敵，

但目前假新聞、假消息已演變為新

興產業，社群媒體的發達造成假消

息迅速傳播且難以查證，傷害個人

名譽、健康、企業經營及國家安

全，建議企業可採取建立內部因應

小組、培養員工對假消息的基本辨

識能力及與事實查核單位建立合作

機制等方式，防範假消息對企業產

生負面影響。

李育錚律師則以其民、刑事訴訟專

長講述「遇到假新聞，企業可採取

之法律因應對策」，李律師指出與

假新聞相關的法令包括公平交易法

第24、29、30、31條、刑法第310

條、第313條及民法第184條等，並

以數個實際案例說明上述法規之構

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為打擊假新聞，除了政府透過政策

及法案等途徑，杜絕假新聞產生及

擴散外，企業亦應增進對於假新聞

的認識，本局期待藉由本次研討會

協助園區廠商建立假新聞之因應機

制。

建業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李育錚 建業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余佳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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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全球化的浪潮席捲，語言

能力儼然成為與國際接軌的

關鍵能力之一，流利的英語，更是

開啟世界大門的一把鑰匙。為提升

同仁們的英語力，本局訂於9月17

日及24日辦理二場次的英語系列講

堂，邀請全局同仁帶著輕鬆愉快的

心情，重溫那些年的英語時光。

本次英語系列講堂，邀請到講師詹

鄢如擔任講座，詹講師專長包括

職場英語會話、生活英語會話、多

益、新聞英文、英美文學賞析等領

域，目前於國立中興大學、台中教

育大學、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

人力發展學院、臺中市政府公務人

力訓練中心等單位擔任講師，擁有

十餘年的豐富教學經歷。

輕鬆學英語  提升競爭力

9月17日第一場次課程開始，詹講

師利用小卡片活動為本次課程暖

場，帶領全體學員試著開口說英

文，消除學員們緊張拘束感，效果

十足；接著進入當天課程主題—接

待外賓會話，詹講師以專業的知

能，活潑有趣的方式，逐步引領學

員，從熟悉課程講義內容，到運用

教材發揮己身創意，講師與學員們

不間斷的互動式學習英文會話，整

場講座，氣氛相當熱烈，不難看出

參與的同仁們，度過一個輕鬆愉快

又獲益良多的午后時光，本次課程

就在相約9月24日第二場次之道別

聲中結束。

英語力已成為職場上的必備技能，

它是工具，更是一張全球化競爭遊

戲區的入場券，離不開它，就讓我

們一起駕馭它吧！

文、圖／人事室 王淑玲

Up英語力
接待外賓會話及聯絡書信英語
English Courses for Conversation to Receive Foreign Guests & Writing Email

英語力アップためのコース－お客様を接待する時の英語会話

學員們互動熱絡，開口說英文。

英文會話講師詹鄢如

講師詹鄢如（左）親切熱情地指導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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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鄭燕嶢

108年度中科盃壘球競賽
2019 CTSP Softball Cup

108年CTSPカップソフトボールゲーム

本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左四）為本次競賽開球，並於開球後與友達光電球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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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增進園區廠商與單位機關之交流，9月7

日於后里園區公園壘球場舉辦「108年度

中科盃壘球競賽」，共有6支隊伍報名參

加，約120人次參賽，除了讓大家伸展運

動、紓解工作壓力外，有相互切磋球技的

機會，讓每年的球賽更加精采。

108年度中科盃壘球競賽，優勝隊伍如下：

第一名：友達虎（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第二名：華邦電子（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名：水晶一哥（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競賽特於后里園區公園壘球場舉辦，該公園另設有2面

籃球場，歡迎大家踴躍使用。

第三名水晶一哥（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名華邦電子（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名友達虎（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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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卻一樣發光發熱的神采！有那

繃緊全身肌肉，燃燒每一寸步伐，

充滿速度感，與風競賽的跑者！在

跑步的當下，只與自己的身體對

話，傾聽心跳的頻率，就為了每一

步踏在跑道上的腳步，使出渾身解

數讓身體每一個細胞爆發，衝向終

點線。有的夥

伴們是與跑友

們共同進退，

從出發點開

始，便是互相

鼓勵與打氣，

一同跑向終點

線。

1

2

文、圖／康寧公司 黃淑卿

熱愛健康  康寧盃路跑！
Corning's Road Running to Improve Employees' Health

健康を保つ　コーニング会社のロードランニング！

日
本超馬女神工藤真實的《 跑

步人生 》 一書中描述：「很

多人說，跑步是在和孤獨搏鬥，其

實不是這樣，跑步會產生人與人之

間的羈絆。」連續8年的康寧盃路

跑競賽舉辦的過程中，感謝中科管

理局的協助，讓我們可以在景色優

美宜人的水堀頭公園路跑之外，更

感謝許茂新局長親自蒞臨，為所有

的參賽夥伴加油打氣！

不分你我  朝著相同的目標前進　

舉辦活動的這幾年間，康寧的夥伴

們越來越踴躍參加，熱情享受跑步

的過程，同時也看到許多種截然不

當然，還有享受運動流汗跑步的夥

伴，這些通常多是長跑馬拉松的高

手；參與活動，享受跑步！這些不

同的參與者，交織出多樣的氛圍與

歡樂，真的很讓人感動；不為名

次，只為了與夥伴們一同參與的那

份團隊榮耀。讓我們明年再會！

1. 本局局長許茂新（左三）、康寧廠長陳仁通（右二）與跑友們
一同邁向終點線。

2. 本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左八）、康寧廠長陳仁通（前排左七）
與全體路跑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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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邱奕君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雙語部正式開學囉！
NEHS@CTSP's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School Starts!

国立中科高級中学にバイリンガルコースが登場

中
科實中雙語部107年10月正

式揭牌，感謝科技部、教育

部及中科管理局的支持與協助，經

過一年的籌備，中科實中雙語部於

108年8月30日與高中部、國中部同

步開學。雙語部學生們來自十幾個

不同國家跟文化背景，彼此都帶著

好奇的眼光，從今天起開始展開另

一段學習生涯。

首次的開學典禮在國中部演藝廳舉

行，由校長林坤燦以及家長會會長

陳盈吉共同致歡迎詞，並拍下別具

歷史意義的首屆合照，接著由雙語

部主任邱奕君與行政團隊進行業務

介紹。包含首批招聘的外師在內，

雙語部教師團隊都以興奮與期待的

心情迎接新生。典禮過後進行校園

導覽，雙語部7至12年級要在這裡

與各部師生共同生活，期待2年後

併同雙語部1至6年級成立，再次寫

下中科實中歷史新頁。

全程英語授課  接軌國際教育

中科實中雙語部的英文簡稱 I BSC

（International Bi l ingual School at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來自其

他實驗中學雙語部命名的傳統，代

表在中科園區內設置的國際學校，

這是中部地區唯一的公立國際學

校，採行美加地區大學系統認可AP

課程，所有課堂以全英語授課。此

外，配合108課綱，中科實中雙語

部與高中部在校本課程及多元選修

方面也可互動交流，外師支援國高

中部教學，讓每位學生每週都有接

觸外國人的機會，透過沉浸式的教

學情境，打造園區實驗中學獨有優

質雙語學習環境，在當前國內教育

體制上，樹立優質校園國際化的良

好典範，帶領中部地區國際教育發

展。

1. 雙語部主任與教師帶領學生認識學校環境—圖書館。
2. Teacher Shane Salerno—上歷史課。

3. 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左六）、家長會長陳盈吉（左七）歡迎雙語部全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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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溝通管道  開創美好前程

除了整體校務推展報告之外，座談

會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各班的班級親

師交流座談。每個班級導師針對

自己的班級經營理念、學生學習

狀況、校園生活情形⋯⋯等進行介

紹，也針對家長們的意見及需求，

並且建立起親師之間的溝通管道及

模式。校長及家長會長亦親自到各

班與家長們對談、致意，感謝家長

們對學校的支持。

活動當天有許多孩子自願到校擔任

義工，引導並接待與會家長，孩子

們展現出大將之風，可見師長們的

點滴用心，

除了展現在

孩子的學習

情形之外，

也反映在孩

1 2

3

1. 校長率領各處室主任進行校務工作說明
2. 班級導師說明班級經營理念及學生在校狀況
3. 導師說明親師之間如何共同為孩子營造良好學習態度

文、圖／中科實中 巫孟容

中科實中親師座談會  創造三贏局面
Parent-Teacher Meeting at NEHS@CTSP

国立中科高級中学の父母と教師の相談会　お互いの連携を密接に

國
立中科實驗高中於9月21日舉

辦108學年度的親師座談會，

上午為高中部場次，下午為國中部

場次，希望藉此除了能夠促進老師

與家長之間的互助合作，也讓家長

了解孩子們在學校的生活與學習狀

況，使親子關係更加密切，使孩子

們能在學習上更豐富快樂的成長。

活動當日由校長林坤燦率領各處室

主任以校務報告揭開序幕。林校長

強調中科實中「三大」特色－「大

師、大樓、大器」：延攬一流的優

秀師資提供扎實的課程內容，完善

且新穎的教學設備，培養氣質大

度、眼界寬廣的實中學生，並鼓勵

家長能與導師保持互動、了解孩子

在校表現，也鼓勵家長可以提供各

項意見供學校辦學參考，讓學校能

更適切地營造優質、多元的學習環

境。

子們的生活表現上。相信實中全體

教職員工對於教學品質的重視與校

園生活的全心照料與關懷，及家長

們的熱情參與下，透過良好有效的

親師溝通，共同為實中孩子們的教

育攜手努力，陪伴孩子開創屬於自

己美好的前程。

中科實中於今年邁入建校第10年，

也即將在10月25日舉辦10周年校慶

慶祝大會暨運動會，學校全體成員

也藉本次親師座談會邀請家長們及

各界人士屆時能共同參加校慶慶祝

大會，共同為實中歡度10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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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已邁向第

6年和社區發展

協會舉辦淨灘活

動，本次更結合

臺中市政府共同

響應國際淨灘，

友達公司亦帶領

友愛社社員與鎮瀾育幼院小朋友，

體驗豐富的河口生態，使環境教育

向下扎根，讓大家更重視環保意識

108年大安淨灘活動

文、圖／環安組 吳憶伶

響應國際淨灘  守護海洋生態
Beach Cleanup Activity to Protect Marine Ecosystem

国際のビーチクレンジング活動に呼応　海洋生態系を守り

文、圖／投資組 沈朝財

填不飽肚子—大葉山欖
A Little Knowledge about Formosan Nato Tree

百個を食べでもお腹がすくーおおばあかてつ

大
葉山欖的枝葉叢生於小枝頂端，是它的外形特

徵。樹皮含有豐富的乳汁，像橡膠樹，所以又被

稱為膠木；木材可做傢俱，蘭嶼達悟族人拿來製作拼板

舟。達悟族語稱大葉山欖 " kolitan "，意思是「剝皮才能

吃的果實」。

初生果實從四月初結果，直到到九月初，歷時五個月才

成熟。果實採摘下來，蒂頭隨即流出白色黏黏乳汁，不

能馬上吃，必須放置三、四天軟了，壓開果實取出種子

才能吃它薄薄的果肉，吃上一百顆也吃不飽。

果實成熟由綠色轉為褐色就開始掉落，所以要吃它果實

必須趁果皮變色前採摘。果實內有種子1~5枚不等，占

果體的95%，除去種子，整個果實沒多少果肉；種子看

起來像企鵝，可供觀賞。

學名：Palaquium fomosanum Hayata 

科名：山欖科，別名臺灣膠木。 拍攝地點：水堀頭公園

本
局環安組組長朱振群率領同

仁、園區廠商台灣美光公司資

深經理劉吉倫、友達公司經理馮彥博

率領員工及眷屬，以及大安區公所主

任秘書許宏綺、龜殼里里長洪正義、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泰源及協會志

工，9月7日在大安區龜殼生態公園旁

沙灘共同清除垃圾，期待能夠提供中

秋連假前來的遊客，一個潔淨的沙

灘、美麗的海岸風光。

並讓地球永續。本次在約4百人齊

心協力下，約撿拾50袋330公斤垃

圾，成果豐碩。

樂活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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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林學侃、圖／投資組 楊素琴

記憶中的美好滋味—后里純古老豆花
CTSP Delicacy: Traditional Tofu Pudding in Houli District

記憶にある素晴らしい味－后里手作り豆花（豆乳プリン）

不
論口味，價格一律35元的豆花，你

多久沒吃到了呢？位於台中后里甲

后路上的后里純豆花，就是一間經營了30

年以上的古早老店，成為當地人記憶中最

鮮明的美好滋味。早年老闆創業做生意賣

豆花，開著發財車在后里馬場附近叫賣，

深受后里人喜愛，可惜在民國98年不幸因

為車禍受了傷，才轉至老闆娘陳碧越女士

的裁縫店兼賣，而後由老闆娘接手經營。

思維不守舊  教育有一套

陳碧越女士年輕時做裁縫，到成衣銷售，

再接下先生的傳統豆花經營，行業瞬息萬

變，不變的是老闆娘給客人最好品質的堅

持。她也如此教育兒女，不用追求利字當

頭的生意，把手上的工作做好，賺的錢夠

用就好。在陳碧越女士身上足以見到擁有

「新思維」的台灣傳統女性是如何調整自

身，從容地面對家庭與生活。

30年如一日  傳統手工製作

小店內共有綜合、珍珠、QQ、大豆、綠豆、紅豆、花

生等等七種口味。傳統花生豆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軟

爛綿密但粒粒分明的花生口感，是講究品質健康的老闆

娘每日現做，熬煮兩三個小時的真功夫。而豆花本身從

研磨黃豆到結成豆花，也全是老闆娘手工製作，堅持不

用果糖，採用健康的砂糖、蔗糖熬煮糖水，才有這一碗

碗入口即化，口齒留香的美味豆花。

在店家標榜特色裝潢，提供各式網紅拍照打卡宣傳的網

路新時代，后里純古老豆花的簡樸風格仿佛停留在二十

年前，絲毫不受時光的影響。許多遊客都是循著當地人

的口耳相傳才找到這間小店，儘管對於店面的第一印象

平凡普通，但吃完第一碗豆花後，心中留下的是滿滿感

動，那不僅代表著台灣早年對於甜品的共同回憶，也證

明了老闆娘製作豆花的手藝及用心。

后里純古老豆花

營業時間：11:30∼22:00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670號

電話：04-2557-5912

老闆娘陳碧越女士

純古老豆花也是鄰近學校等機關團購的最佳選擇

傳統豆花是台灣人的共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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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熱衷於此。燒紙錢、服

香灰的行為是我們的文化弱

項，常常閱讀科學書籍應會

有助於讓我們有能力用科學

的眼光看待世界。

——醫師、吳大猷科學普及

著作獎創作類金籤獎得主

林正焜

全方位的醫療書寫

前輩神經科學家馬丁．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的名言「症狀就是

受苦器官的哭喊」。用心看完書中

的醫病對話，會更深刻體會到醫病

一體，病人是醫師的老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部主

任、國立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教

授　林永煬

了解大腦，認識癲癇

猶記當年癲癇發作時，在前兆出現

文、圖／商周出版社提供

腦內風暴：頂尖神經科醫師剖析離奇症

狀  一窺大腦異常放電對人體的影響
CTSP Reading Fun: Brainstorm: Detective Stories from the World of Neurology

本の世界に入ろう―てんかん症を認めなおす「脳内の嵐」

你
知道起雞皮疙瘩、心跳停

止、幻覺、吐口水、罵髒

話、妄想、害怕移動、突然跑走、

性格大變⋯⋯等症狀，全都可能是

大腦異常放電所造成的嗎？

所謂的異常放電，就是大眾所知的

「癲癇」，但一般人對癲癇的理

解，可能多停留在「患者口吐白

沫、全身僵直抽搐」的刻板印象。

其實，正在發作的病人不見得會倒

地不起，甚至可以跟人正常對話，

症狀的表現方式變化多端，完全視

放電風暴發生在大腦的哪個區塊。

面對一樁樁棘手的個案，作者歐蘇

利文醫師如偵探辦案般，從患者和

家屬對病況與生活起居的描述中反

覆推敲可能的致病腦區，以腦電

圖、斷層掃描、磁振造影掃描等現

代技術找到對應的證據，為病患選

擇最合適的治療方式。此外，你也

會看到歐蘇利文醫師以平易可親的

文字解釋大腦科學與相關發展，以

及醫者在面對病患時展現的憐憫之

心與深刻省思。

【重磅推薦】

一本兼具醫學、科普、文明啟蒙的

好書

古往今來，許多文化曾經給癲癇發

作一個恥辱的標記。尤其離奇的症

狀，更常讓病家花很多時間尋求民

俗療法或靈界的解釋，當今台灣人

腦內風暴：頂尖神經科醫師剖

析離奇症狀，一窺大腦異常放

電對人體的影響

作者：詹蘇珊‧歐蘇利文

          （Suzanne O'Sullivan）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9/07/30

後（局部性癲癇發作一開始出現的

任何短暫症狀），若放電繼續擴

大，我就會失去意識，周遭的景物

隨之改變，像夢遊仙境的愛麗絲

般，來到一個似曾相似的環境。誠

摯地希望《腦內風暴》這本書能解

開許多人對癲癇的迷思與偏見，進

而願意正視並敞開雙臂接納癲癇朋

友。

——社團法人台灣超越巔峰關懷

癲癇聯盟理事長　曾幼玲 

白天與晚上的波形變化能反映出一個人的意識狀態，

右邊的鋸齒狀腦電圖波型，正是癲癇發作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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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廣邀熱愛好攝影之各路好手

一同參加「發現中科之美」—

美力攝影比賽！收件日為即日起至

108年12月10日截止。各項獎金從2千

元到10萬元不等，等您來獲獎！

在中部科學園區，除了有著科技業的建築美

學，也處處呈現園區從業人員努力投入職場的勤

奮臉孔，同時亦融合社區人文風土、園區動植物生態系等

景觀，隨著四季的遞嬗，這些融合科技、人文、生態等環境之美的景緻，

值得關懷中科的所有人一起去發現。

「發現中科之美」攝影比賽，即期盼以親身體驗探索中科園區科技建築美

學、員工臉譜、在地人文、歷史風采、特色景觀、自然生態等中科園區的

環境。藉由攝影作品發現中科之美，並可增進參與者更深入對中科多元面

向的體驗與了解。得獎作品未來將於園區及悠遊中科FB展覽及應用。

文、圖／營建組 劉彥聖

「發現中科之美」美力攝影比賽 
邀您來參加！
Call for Photos: Snapping the Best Picture of CTSP

「CTSPの美しいを発見」美感力写真コンテスト開催！

現在請您拿出攝影器材拍攝出中科園區內之美感體驗為主題，並展現中

科園區特色，提升對中科園區的認同與關懷，或能感動人心的題材，包

括園區景觀建築、園區生態及環境教育、中科人、幸福婚紗及上鏡佳

偶、親子家庭等。

本活動比賽共有首獎、銀獎、銅獎各1名且另有10名佳作獎及15名特別

獎，獎金從2千元到10萬元不等，中科管理局邀您一同拍攝出中科最美

的一隅。活動詳情請詳閱「發現中科之美」—美力攝影比賽簡章。

「發現中科之美」攝影比賽獎項 

首獎：1 名，獎金 10 萬元整，獎座乙座。 

銀獎：1 名，獎金 5 萬元整，獎座乙座。 

銅獎：1 名，獎金 2 萬元整，獎座乙座。 

佳作獎：10 名，每名獎金 3 仟元整，獎狀乙紙。 

特別獎：15 名，每名獎金 2 千元整，獎狀乙紙。

活動簡章連結 悠遊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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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郵政自2016年起設置「ｉ郵箱」，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取件、寄

件服務，而且因為手續自助、自動化，收費也比以往的人工郵務服務

要便宜許多。2019年9月中旬，「ｉ郵箱」也在中科郵局營運服務囉！

ｉ郵箱寄件簡易步驟

進入EZpost網頁（https://ezpost.post.gov.tw/）

輸入收寄件人資料，取得郵件號碼及驗證碼

後，自行列印託運單或至ｉ郵箱列印託運單

後，攜帶郵件至i郵箱選取「交寄郵件」，以

「電子票證」（僅提供悠遊卡）繳納郵資，

再依指示操作即可寄件。

ｉ郵箱收件簡易步驟

郵件送達ｉ郵箱後，收件者將會收到簡訊通

知，只需至指定ｉ郵箱，於面板上選取「領

取郵件」，依指示操作即可取件。

智慧ｉ郵箱位於工商服務大樓1樓的中科郵局

EZpost網頁連結

24╱Oct. 2019

訊
息
快
遞

Life New
s

文、圖／投資組 林學侃

智慧ｉ郵箱  快遞新選擇
Smart iMailbox Makes the Post More Convenient!

人口知恵を活用する i ゆうバック 宅配の新しい選び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小飛象

◎ 放映時間  108/10/9（三）PM6:30

（PM5:50開放入場）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冒險、奇幻
◎ 片長  1小時53分

因
為不同，所以特別，外界奇異的眼光，也擋不住翱翔天際的渴

望。迪士尼與奇幻名導提姆波頓，延續經典小飛象的故事，讓觸

動人心的經典，踏上全新未知的旅程。

生意岌岌可危的瑪帝奇馬戲團，誕生了一隻有對招風耳的象寶寶，團中

兩個孩子不顧大家嘲笑，細心呵護這隻特別的小象，終於有天，小象在

萬眾矚目下飛向天際，也讓面臨倒閉的馬戲團重振票房。小飛象驚人的

表演引來娛樂大亨凡德爾的目光，在大筆資金的誘惑下，馬戲團的老闆

決定把事業賣給凡德爾，小飛象搬到重金打造的大型豪華表演莊園中。

在這裡小飛象和才華洋溢的美女表演家一起演出精彩的空中飛人秀，一

切看似美夢成真，直到漸漸的，凡德爾的野心浮上檯面，眾人才驚覺落

入黑暗的圈套中⋯⋯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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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12

9/12

9/25

南投高商資料處理科主任鄭夙妙（左三）率師生參訪中科，

本局投資組業務推展科代理科長趙士玲（左五）接待。

德拉瓦州參議會銀行、商務暨保險委員會主席 Mr. Trey Charles Paradee（右五）率美國中大西洋州議會領袖
訪台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右六）接待。

韓國產業經貿研究院研究員 Jeong-Hyeon Seo（左一）
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建管組組長洪耀堂（左二）接待。

印尼技術評估和應用總署組長 Dr. Kholiq率團參訪中
科，本局投資組組長林靜慧（左四）接待。

德拉瓦州參議會銀行、商務暨保險委員會主席 Mr. Trey Charles Paradee（右五）率美國中大西洋州議會領袖

韓國產業經貿研究院研究員 Jeong-Hyeon Seo（左一）

9/10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經濟組組長 Pemikar Lusananon
（左三）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左四）

接待。

CTSP Visitors

參
訪
交
流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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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拍
攝
地
點
：
中
科
擴
建
區
滯
洪
池

學
名
：H

im
antopus him

antopus

高
蹺
鴴
身
長
約
35
至
40
公
分
，
身
白
翅
黑
，
姿
態
優
雅
，
雙
足
細
長
且
呈
現
鮮
紅
色
。
通
常
出
現
於
河
口
等

濕
地
，
成
群
出
現
，
以
小
魚
為
食
。
這
些
高
雅
的
鳥
群
們
來
自
西
北
方
寒
冷
的
地
區
，
與
多
數
侯
鳥
一
樣
，

牠
們
來
到
相
對
溫
暖
的
台
灣
渡
過
寒
冬
，
等
暖
春
來
了
才
又
北
返
，
也
讓
我
們
有
幸
在
中
科
園
區
見
到
這
些

白
色
紳
士
的
身
影
。

園
區
鳥
蹤
之
二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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