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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學習 追求卓越

鋼構施工安全 專家現身說法

本月
焦點

Featured Story

本局現有的公共建築中，管理局大樓、

台中園區污水處理廠環資中心、標準廠房及

西區高架水塔等皆屬鋼結構建築；而園區廠

商自建的廠房，幾乎都是鋼構廠房。鋼結構

建築的優勢在於大跨徑結構，空間較可彈性

運用，更有利於結構需承受動力荷載較大的

廠房配置。同時對於日益強調碳排放足跡

的國際趨勢，鋼結構建築構築過程的碳排

放往往遠低於鋼筋混凝土（RC）建築。

鋼結構施工過程，不同於 RC 建築，除

需要有良好的工廠製造品管，也仰賴現

場精準的組裝，方能發揮原設計的強

度及安全值。

當日李技師講授內容生動，旁徵博引，

挑選行政院工程會常見的查核缺失，不論是

鋼構廠內製作，或是工地現場組裝等，更將

今年「台中捷運鋼梁吊裝倒塌事件」，做了

非常深入專業的剖析，最後並以一張 1930

年紐約帝國大廈施工老照片（施工人員在未

做任何安全防護的情況下，坐在 3 百多公尺

高的高空鋼樑上）做為結語，語重

心長地期勉與會學員能共同創

造一個友善、安全的營造作

業環境。

文 ‧ 圖／營建組 劉原吉

為提升園區開發工程的施工品質及工程管理，本局於 10 月 15 日邀請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著名地標

「鳳凰來儀」人行陸橋、沙鹿地標「沙鹿之翼」人行陸橋的設計者，同時具有豐富鋼結構實務經驗

的「台中市結構技師公會」理事李仲彬結構技師，為本局同仁、監造及承商，講授鋼結構工程的特

性與運用。

鋼構造について講演　ハイテクと安全を求める
Expert Invited to Deliver a Speech about Steel Structure 
Technology

◆  本局營建組組長謝東進（左）感謝台中市結構技師公會

理事李仲彬結構技師（右）分享豐富的鋼結構實務經驗。

◆西區高架水塔是園

區代表性鋼構建築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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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圖／環安組 陳志達

人因性危害評估與調查

促進園區勞工健康
従業員を守り　職業安全衛生法に調査と検討
Health Promotion Plan in Workplace

造成勞工肌肉骨骼傷病的原因包含作業負

荷、作業姿勢、重複性及作業排程休息配置等，

其中因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傷病為常見的職

業性疾病，例如連續站立作業可能會導致靜脈曲

張等疾病，而人因工程就是透過設計，將人與工

具、機器、設備及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進行

改善，以減少工安事故及肌肉骨骼傷病的發生。

本局為輔導中科園區機械廠商辦理人因性

危害預防規劃，首先針對園區 19 家精密機械廠

商進行問卷調查，再由勞研所的專家團隊進行問

卷分析，依分析結果至職場進行作業觀察，及由

台大職醫科醫師朱柏青等對勞工進行肌肉骨骼

傷害理學檢查，並與事業單位高階主管訪談，提

供職場環境改善建議。

在輔導訪視過程中，台灣樫山、元翎、千

附等廠商積極配合並致力於避免員工健康危害，

各廠高階主管善盡員工健康促進責任，於發現有

較高的人因性危害暴露風險時，亦配合專家實施

動作分析及風險評估。透過高階主管的參與及專

家討論，研擬改善方案，在本局、相關專家及各

廠的努力下，希

望能改善園區精

密機械業人因性

危害，以降低勞

工發生肌肉骨骼

傷病的機率，進

而提升工作效率

及增進健康。

◆本局環安組組長朱振群（右二）與勞研所計畫團

隊進廠協助辦理人因性危害預防及風險分析。

職業安全衛生法於去年 7 月 3 日修正實施，其中第 6 條第 2 項增列雇主對於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的預防，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安全衛生措施，本局今年度辦理園區勞工健康促進計畫，

並與勞動部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合作辦理「特定行業人因性危害調查」計畫，協助輔導園區

廠商辦理人因工程相關規劃及預防措施。

◆台大職醫科醫師朱柏青（右）對

勞工進行肌肉骨骼傷害理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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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國水牛城

參加AURP國際會議及招商

文 ‧ 圖／局長 王永壯　投資組 陳怡彥

アメリカへAURPの国際会議に参加
AURP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Buffalo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筆者與投資組同仁於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前

往美國水牛城，參加 2015 世界大學研究園區協

會（AURP）國際會議與招商宣傳，約有來自全

球 200 人參加，多數為美國研究園區高階主管。

AURP 是以研究園區、科技創新園區為主體

的國際組織，致力推動園區產官學交流合作，

加速產業創新，本次年會以連結（Connect）、

合作（Collaborate）、創新（Create）為主題，

水牛城 Byron Brown 市長受邀開幕致詞表示，

「Buffalo Billion」為紐約州政府耗資 17 億美元

與民間合作，促進經濟發展的計畫，其中規劃於

廢棄鋼鐵廠區建置高科技製造創新中心（Hub），

以吸引包括 IBM 等更多高科技產業進駐。

本 次 會 議 參 加 的 會 員 有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KAUST、美國 Purdue、Stanford、Arizona 等園區，

分享其園區發展經驗策略與創新生態系統，並

參觀水牛城尼加拉瓜醫學園區（Buffalo Niagara 

Medical Campus, BNMC），透過與其他園區意

見交流與實地參訪，可做為科學園區未來營運

發展與創新轉型的參考。

為引進更多先進廠商進駐，此

行除宣傳中科園區投資環境外，並瞭

解美國精密機械業與生技醫療產業

技術發展現況，同時拜會研發製造

智慧型變色玻璃的 VG SmartGlass

公司、服務製造業與新創公司產品

發 展 的 Buffalo Manufacturing 

Works、研製生技製藥開發並

提供化學檢測服務的 AMRI

（Albany Molecular Research 

Institute）、醫療器材創新研

發的 Jacobs Institute 等單位。

◆ Jacobs Institute 使

用 3D 列印開發供外

科手術實習用的血管

模擬器。◆水牛城尼加拉瓜醫學園

區總裁暨執行長 Matthew 

K. Enstice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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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P 2015年會在北京

探討全球化科技創新

文 ‧ 圖／建管組 王伯軒

2015 年 IASP はペキンで開催
グロバールイノベーションに進む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  IASP 第 32 屆年會，主席

Jean Francois Balducchi

於開幕致詞。

科學園區的奧運會─ 2015 年世界科學園區協會

（IASP）第 32 屆年會於 9 月 20 日至 26 日在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本局由副局長陳銘煌

與建管組秘書王伯軒代表出席。來自全球 48 個

國家，500 多位各國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商

討因應全球化，未來科學園區的創新發展趨勢。

本次年會由北京市主辦，主席 Jean Francois 

Balducchi 表示，全球在進入 21 世紀面臨各種日

新月異的挑戰，

唯有不斷創新，

才能因應最新科

技革命及全球化

之挑戰，而人才

是創新關鍵，園

區則是扮演整合

所有資源與知識

分享的平台。

本局陳副局

長也於本次年會

期間拜會世界各

國園區主管，並與美國奧斯汀市商會主管及波

蘭 IT 公司主管洽談雙方合作事宜。明年 IASP 年

會主辦單位為俄羅斯Skolkovo Technopark園區，

而 2017 年則由土耳其伊斯坦堡取得主辦權。

大會科技之旅參訪中關村延慶園區及東昇

園區，並登萬里長城；有一首歌叫 One Night In

北京，透過歌詞瞭解老北京歷史與文化，我們

則是 One Week In 北京。15 年前曾經到大陸旅

遊，當時的印象是「還差台灣一大截！」，但

此行深深感受到大陸廣大的市場、充足人力資

源、積極的行動力，讓世界一流企業都把焦點

擺在中國大陸，個人心中的焦慮感油然而生，

而對照台灣近年的發展困境及空轉，記得宏碁

集團施振榮曾說過：「大家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看不到國家利益」；只堅持自己的利益，企業

與國家將無法創造出最大利益，個人的利益也

會愈來愈小。

面臨中國大陸突飛猛進、快速崛起，台灣

唯有共同努力、變得更強大，才能化解逐漸被

世界邊緣化的危機。

◆ 本局副局長陳銘煌（右）與中關

村延慶園區副主任景鐵軍（左）

於長城合影。

IASP 2015 World Conference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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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自転車道の増加　安全、心地いいスパースを提供
CTSP Provides Safe Biking Tracks for the Public

舒適安全的騎車空間

樂騎中科 自行車道快易通

文 ‧ 圖／營建組 劉原吉

近年來自行車風氣盛行，不論是平常的上班日

或是假日，越來越多人選擇用兩輪代替四輪征

服路面。本局於近日進行原有道路或人行道施

工，希望提供自行車愛好者或通勤族有更完善

的道路空間。

中科台中園區位於大肚台地東側，具有連

串的長陡坡等台中市區不常見的特殊地勢，往

往吸引著自行車騎士自我挑戰，或是環台壯遊

前的腳力耐力訓練場地。且台中園區內設置許

多自行車專用道，多為南北向路線，自水堀頭

公園，沿著林厝公園、通山公園、橫山公園等，

往北銜接潭雅神自行車道。而東西向車道，自

台中市區往台中都會公園方向，則須利用中科

路、科園路等往返。

本局考量中科路、科園路車流量大，且現

有人行道透水磚鋪面，較不適合自行車行駛，

特別編列經費逐

步 改 善， 目 前 已

將科園路的機車

道， 劃 設 自 行 車

專 用 標 線， 也 將

中科路兩側人行

道挪出部份路面

調整成瀝青鋪面，

預計 104 年 12 月

前 完 成， 將 提 供

自行車騎士有個

更舒適安全的專

用車道。

此外，巨大公司（Giant）將於台中園區規

劃設置 iBike 租賃站，除讓園區廠商可以透過騎

自行車往來各廠區外，也可串連台中市區與科

學園區之間的自行車道。

◆ 科園路劃設自行車專用標線，

提供完善及安全的騎車空間。

◆園區已規劃完善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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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科產學訓創新創業論壇

協助青年創新創業

藉由此次論壇，本局局長王永壯以中科產

學訓協會副理事長身分，與群幕貝果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策略聯盟，未來群募貝果將

協助導入群眾募資進行市場化驗證，並設置專

業諮詢及課程專區連結，讓中科產學訓協會的

創意創業提案，透過聯盟豐沛資源協助成員實

踐創業夢想。朝陽科技大學也將透過課程、實

習以及互動教學等方式與群募貝果合作，實踐

創新創業。

透過產官學研各界代表互相交流，勾勒出

中部創新創業願景，並有實質的資源協助，如

臺中市政府推動的「青創夢想家計畫」，特別

編 列 1,200 萬 經

費，鼓勵有意創

業的青年來台中

發展；寶成集團

召集台灣鞋機及

IoT 的相關廠商成

立的「智能製鞋聯盟」，亦積極與學術單位合

作推動台灣鞋業的創新智能化。

此外，來自瑞典的育成中心評鑑機構（UBI）

共同創辦人Mr. Ali Amin，則以思科集團的經驗，

說明大企業如何幫助年輕人創新與創業，亦受

到熱烈迴響。

為延續台灣「創新創業」風潮，持續為這項新熱門顯學注入活水，中

科產學訓協會於 10 月 22 日舉辦「創新創業論壇」，主題為「中大型

企業及政府如何參與及協助創新創業」，本局局長王永壯、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處長葉雲龍及產官學界代表等貴賓約 200 人與會，一同探討、

構思中部地區未來推動新方向。

文 ‧ 圖／投資組 張豪君 林宜吟

2015「新しいアイデアから創業へ」フォーラム
2015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Forum Held by CTSP 
Academia-Industry Consortium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群幕貝果數位科技公司執行長

陳威光致詞。

◆本局局長王永壯（右一）與瑞

典育成中心評鑑機構（UBI）共

同創辦人 Mr. Ali Amin（左二）

經驗分享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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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第三季貿易總額 767.22 億

出超 338.95億 成績穩健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文 ‧ 圖／工商組 吳傳棻 黃俐嫣

中科パークQ3の貿易額 338.95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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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億元

104 年第 3 季進出口貿易額比較分析
單位：億元

104 年 7-9 月 103 年 7-9 月
與去年同期與去年同
期比較成長率%

出口 553.08 547.52 1.02%

進口 214.13 193.08 10.91%

出 / 入超 338.95 354.44 ─

貿易總額 767.22 740.59 3.59%

年月份
進 / 出口

104 年第 3 季中科園區進出口貿易總額

CTSP’s Total Turnover in Q3 of 2015 Amounted 
to NT$33.895 Billion

本局今年第三季進出口貿易總

額合計為 767.22 億元，較去年

同期成長 3.6％；出口貿易金

額約 553.08 億元，較去年同期

成長 1.02％；進口貿易金額約

214.13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0.91％。第三季出口值大於進

口值，出超達 338.95 億元。

就產業別而言，園區主要

出口以光電產業為主，出口值為

377.4 億元、積體電路 137.86 億

元次之、精密機械 29.62 億元第

三。進口以光電產業 149.42 億

元居冠、積體電路 56.36 億元次

之、精密機械 5.82 億元第三。

就洲別而言，園區主要出口

以亞洲 502.78 億元居冠、歐洲

23.98 億元次之、美洲 19.01 億

元第三。進口以亞洲 160.63 億

元居冠、美洲 43.09 億元次之、歐洲 11.26 億元

第三。

中科出口額較去年同期成長 1.02％，主因

是中低階行動裝置 IC 設計業紛導入 28 奈米製

程，積體電路產業接單暢旺，美、日等國景氣

復甦穩健對我國貨品衍生需求仍持續成長，也

帶動晶圓代工、DRAM 等電子零組件供應鏈的

出口，加上園區廠商陸續投資進口高科技精密

設備，挹注園區進、出口動能，今年經濟前景

雖具高度挑戰，仍期待園區進出口貿易額持續

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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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要聞

Park News

為生態永續盡一份心力

本局推行節能減碳績效佳

文 ‧ 圖／秘書室 陳萬教

節能減碳運動是地球村上每一份子的共同課題，

身為園區管理局，讓園區發展的同時，公務執

行上亦致力於節能減碳作為，朝向建構園區生

態永續和經濟發展共榮的目標努力。

節電有成

本局自民國 97 年進駐本大樓起，即在用

電、用水、用油及減紙等四個面向，每年分別

訂定減省目標值。節省電力能源措施包括：採

行更換省電燈具、停車場依使用時程管控燈源

數量、設置自動感應裝置、在空調使用上設定

室內空調溫度 26 － 28 度、提高融冰溫度及縮

短空調開啟時間等。全年用電量自 98 年起由

202 萬瓩逐年遞減，至 103 年統計全年總用電

度已降為 175 萬瓩，減幅達 13.37％。

用心的果實：省水、節油、公文電子化

省水措施方面採行減壓供水、減少噴灌澆

水及全局同仁勵行隨手節水等，全年耗用水量

自 98 年的 5160 度逐年遞減，至 103 年全年總

用水度降為 4850 度，降幅達 6％，成效優良；

針對機關用油部分，則採行公務車派用以多人

共乘或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等各項管制措施，全

年度總用油量由 96 年的 2.8 萬公升逐年遞減，

至 103 年止全年度用量為 2.0 萬公升，降幅達

28.57％；在採行減紙政策上則以推行公文線上

簽核為主，於 100 年全年度平均簽核比率占所

有公文的 39.5％，歷年來持續執行，執行期間

採行電子簽核公文比率亦高達 48％，相對節省

了紙張的部份使用。

持續推動 永續經營

我國缺乏自有能源，科學園區對推動節能

減碳具有帶頭示範作用，中科管理局在這幾年

的努力下，在用電、用水、用油及減紙等四個

面向都有相當的成果，我們將以更積極的態度，

訂定具體節能減碳目標，以期因應世界趨勢，

為生態永續盡一份心力。

中科管理局は省エネに取り込む
CTSP Executes Energy Efficiency and Carbon Reduction Policies



文 ‧ 圖／副局長 施文芳　公管組 胡清六

高等研究園區 SHE促進計畫動起來

並肩滅孓登革熱護家園

◆滅孓登革熱，全員動起來。 ◆ 筆者（右一）發送登革熱防治宣導

單，並向住戶解說防疫措施。

92015 November

園區
要聞

Park News

高等研究パークの SHE プロジェクト
蚊の消滅プラン

為防杜登革熱疫情，中科管理局主動出擊，特

別於10月3日結合南投縣政府環保局、衛生局、

南投市公所、中興警分局以及各里辦公室共同

辦理衛教宣導，並現場示範清除積水等防疫措

施，整合各單位資源，以提升防疫效果。

當天由南投縣環保局局長黃靜如、衛生局

局長黃昭郎、南投市市長宋懷琳及筆者等帶領

同仁走訪社區，並現場示範防治措施及講解防

疫重點，衛生局專業人員並現場採樣觀測，結

果無異常情形，顯示中科的環境清理工作成效

良好。活動當天中興新村六位里長、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公司、森榮營造有限公司、松華營造

有限公司及各單位志工等共襄盛舉，加入協助

社區住戶清理積水容器及孳生源工作的行列。

當日活動參與人數總計超過一百位以上，

上午 8 時 30 分在公管組集合後立即展開作業，

各單位主管帶領防疫團隊沿光華里街道步行至

第一市場，沿途對周邊住戶民眾發送衛教傳單

及解說，各里也同步展開宣導，呼籲里民一起

動起來，獲得民眾熱烈迴響及肯定。

會後多位里長更進一步與本局討論日前杜

鵑颱風災後復原及中興新村如何強化維護等課

題，里長們表示目前中興新村假日活動人潮相

當多，期待未來能進一步朝運用閒置設施的方

向努力，帶動增加長駐的人口。里長們也肯定

本次活動，有助於中興新村活化及招商。

未來本局將以「中科高等研究園區 SHE

（Safety, Health, Environment）促進計畫」為

平台，逐步擴大推動園區安全、健康及環保促

進事項，作為活化中興新村的堅實助力。

Safety, Health, Environment (SHE) Advocacy Program Demolishes 
Dengue Fever at the Advanced Research Park



參訪
交流 CTSP Visitor

10 CTSP

◆ 10 月 1 日，中國工程院院士

黃其勵（左二）在台灣能源研

究永續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

（右二）陪同下參訪，副局長

陳銘煌（中）接待。

◆ 10 月 14 日，中國水利部

水利水電規劃設計總院副

院長陳偉（左五）率團參

訪，營建組科長廖春國（左

六）接待。

◆ 10 月 6 日，台灣美光新任

董事長徐國晉（中）拜訪

局長王永壯（左三）等，

針對該公司於中科后里廠

生產次世代創新製程及相

關業務進行交流。

◆ 10 月 22 日，臺中市大安國中 

校長國立民（後排左三）在

合盈光電董事長許玄岳（後

排左一）陪同下帶領國一學

生參訪，局長王永壯（後排

左二）接待。

文 ‧ 圖／投資組 徐志鴻、陳敬涵、侯羽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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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與便民之分際、廉政倫理及貪瀆案研討會
文 ‧ 圖／政風室 張蕙璿  投資組 蔡方琪

日期：10 月 12 日

主講人：楊富強／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主　題：何謂「圖利」與「便民」﹖如何區分？公務員執行公務時，

有時頗難拿捏得準，稍有不慎，即可能有觸法之虞。為建立

公務員正確法律認知，使本局同仁瞭解現行圖利罪相關規

定，防範因未知或曲解法令而發生圖利行為，協助同仁於

執行業務時，能免除心中疑慮，樂於服務，並透過事先法

令宣導，型塑正確法律觀念。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毒化災研討會
文 ‧ 圖／環安組 吳憶伶

日期：10 月 13 日

主講人：洪肇嘉／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主　題：有鑑於近期大陸天津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事件，本局為使

園區事業瞭解並強化化學品管理及事故應變的重要性，舉

辦研討會說明聯合國全球化學品展望、中國大陸化學品分

佈及管理概況、Bbhopal 事故回顧、原因、影響及安全思

維、CSTI 緊急應變程序、LOPA 與 CSB 反思等，期許事業

單位對化學品管理及從事故案例反思而有所警惕，提升廠

商自我應變能力並於平時作好預防管理。

「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線上申辦網」教育訓練
文 ‧ 圖／工商組 洪新墉

日期：10 月 27 日

主講人：羅青寅／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主　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簡化「聘僱外國專業性與技術性人員

的工作許可（A 類）」申請程序、並提高辦理效率、增進企

業軟實力與競爭力，特建置「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線上

申辦網」，預計可以降低時間、紙張與交易成本，間接達

成環境保護及企業、政府雙贏局面。

新知
講堂 Knowledg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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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本年度起將以往景觀綠美化競賽，改採行為景觀綠美化講座，希望透過國內學者、專家能夠就景觀理

論與實務的經驗，在各種景觀環境上所遇到的問題，能夠與園區廠商交流對話，以期提升園區廠商觀

念，提升環境品質。

本次演講主題為「景觀績效評估」，景觀

績效是美國景觀界積極研究如何具體計算景觀

工程效益的新研究領域，由美國景觀建築師協

會（ASLA）於 2010 年提出景觀績效的評估方

法，並以美、澳、義、中、韓等 5 個國家進行

100 多個案例的評估。本次演講案例係以農塘景

觀工程進行景觀績效評估，結果顯示進行一定

程度景觀工程改善，在環境、社會、經濟的總

體績效較高。景觀績效評估能將景觀工程的價

值以量化的方式呈現。

以農塘的景觀工程特色套用在中科園區上，

各園區開發皆設有一定面積的滯洪池，並具有

一定角色。以二林園區為例，滯洪池不僅改善

整體環境景觀特色，寬廣的池面具有調節微氣

候的功能，更成為許多動物棲地。整體而言，

中科園區在公共設施

的景觀工程上，已

將 環 境、 社 會

與經濟三個層

面 的 因 素 納

入規劃設計，

也唯有如此，

景觀工程才能

兼 具 環 境 保 護

與土地開發。

文 ‧ 圖／中興大學 吳振發

景觀綠美化講座

農塘景觀績效評估案例解析
サプライヤーと交流　ランドスケープ講座を開催
Landscape Greening Lecture at Erlin Park

◆ 與會者與講師共同討論園區

景觀環境特色。

◆ 二林園區規劃大面積滯洪池

能有效調節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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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園區廠商、專業建築師了解科學園區綠建

築推動的成果，本局於 10 月 2 日辦理智慧綠

建築經驗研討及參訪，吸引中部地區建築師公

會及相關建管單位約 40 人參與，觀摩園區綠建

築指標廠商－工研院中台灣創新園區及台積電

十五廠。

位於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的新地標 - 中台

灣創新園區，是全台首座同時取得「鑽石級綠建

築」及「鑽石級智慧建築」雙候選證書的建築，

參訪當日雖艷陽高照，大家一走入沒有開空調的

建築物卻覺得涼爽，中創園區組長廖俊茂導覽說

明，原來是建築物配置及開口留設風道，引進自

然通風，並配合外部空間、水池及植栽的方式利

用陰影產生對流，創造冬暖夏涼的舒適微氣候；

外牆也裝設 3,358 片遮陽板，不僅是裝置藝術，更

可有效遮陽並引入自然光線，使整棟建築不靠冷

氣也能冬暖夏涼！

台積電十五廠由經理孫旭輝及副理胡佩青導

覽解說，走進大廳，挑高 6 層樓高的寬敞空間，

陽光從頂端天窗上灑落下來，搭配高 20 公尺植生

牆盎然的綠意，工作的開始是如此心曠神怡；廠

房外則環繞著生態公園，創造出多樣化的生態棲

地，成功復育了台灣百合、紫斑蝶與綠頭鴨，讓

原本生硬冰冷的廠房變得綠意盎然與溫暖。

本局已積極推廣廠房綠建築設計及綠色科學

園區多年，除公有建築多數領有合格級綠建築標

章外，並鼓勵輔導廠商自建廠房或辦公室取得綠

建築候選證書及認證，成果豐碩；儘管工程師的

工作嚴謹又忙碌，來到中科的綠廠房工作後，感

覺一切都不一樣了，綠建築讓上班變成一件幸福

的事。

園區
活動

文 ‧ 圖／建管組 陳妍君

環境にやさしい　中科パークはグリーンビルディングを推進
Models for Green Buildings: CTIC & TSMC

推動園區綠建築成效好

中科廠商為環境永續盡心力

◆  台積電廠區成功營造良好生態環境，吸引昆蟲及鳥類到訪。

◆ 中創園區建築物外牆遮陽百

葉有效調節日光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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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 32 萬人親身體驗

南投茶博會帶來人潮與商機

文 ‧ 圖／投資組 沈朝財

園區
活動

2015 南投世界茶業博覧会
2015 Nantou Global Tea Expo at the Advanced Research Park

由本局、南投縣政府和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共同主辦的「2015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於 10 月 3 日至 11 日在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舉行，9 天活動吸引約 32 萬人次參觀，估計產

生 4 千 2 百餘萬元銷售佳績。

今年是第六年舉辦茶博會，活動設計豐富多

樣，有國際和臺灣茶席與茶道文化展演、茶書展、

千人茶會、千人揉茶、千人親子繪畫比賽、臺灣優

質茶葉展示展售、茶食好情誼、茶事跳蚤市場、農

特產及咖啡展、茶葉身心體驗、傑出農民館及好客

擂茶館、世界茶葉之旅、黃金品茗館等，其中在虎

山藝術館所舉辦黃金品茗活動，只要花費百元就可

品嘗 10 種比賽特等茶，並贈送一只 2015 年茶博

會紀念杯。

一年一度的南投茶業博覽會成功為高等研究

園區帶來人潮與商

機，讓來自各地

的民眾認識

科 技 與 歷

史文化兼

具的中興

新村。

◆ 今年茶博會特別規劃

「流觴曲水」茶席，

讓喝茶更添意境。

◆眾人席地而坐專注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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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活動

文 ‧ 圖／中科實中 陳恕

中科実中運動会　賑やかに登場
2015 NEHS@CTSP Anniversary & Sports Meet

唱作俱佳 動感喜感十足

實中104校慶暨運動大會

中科實中 104 學年度校慶暨運動大會於 10 月

23日熱鬧舉行，中科管理局企劃組科長江國忠、

大華國中校長林勝結、汝鎏國小校長許瑞芳、

台中日僑學校校長廣瀨孝二等各界貴賓皆前來

參加，給予本校最大的祝福！

本次大會由各班級的創意進場揭開序幕，雖

然表演時間有限，但同學們都設定各種主題，配

合音樂的節奏呈現出各班獨特風格，其中 201 班

同學不分男女以女僕裝扮進行表演，更是吸引眾

人目光。

今年的比賽項目，依舊分為上午的陸運會及

下午的水運會。今年水運會特別

增加一項趣味競賽「螞蟻雄兵」，

由各班派出 8 名選手，運用個人

智慧將池畔起點的物品，以水中前進接力的方式

將物品運送到另一邊池畔終點，先完成即為獲勝

班級。此項目不僅能培養同學默契，也可以檢視

同學進行游泳教學活動數周來的能力養成。另外，

今年的大隊接力也有新亮點，校長陳國祥在同學

的力邀下，也下場擔任其中一個棒次，校長手握

接力棒往前衝刺的模樣，更形成了本次校運會中

最耀眼的畫面。

精采的運動賽事接續上場，不管是運動場的

跑道邊抑或是游泳池畔，聚集了各班的加油團，

各班搖旗吶喊的聲音此起彼落，大家給選手們的

掌聲、加油聲不絕於耳，鼓舞了選手們莫不使出

渾身解數爭取最高榮譽。最後，大會在精采的頒

獎典禮中圓滿落幕，相信一整天的各項賽事一定

能帶給所有師生難忘的美好回憶。

◆ 水中接力賽考驗學生

的體力與智力。

◆  201班以女僕造型進場，

博得全場笑聲。

◆  本校校長陳國祥與學生

一同參與大隊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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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中特色課程國際觀

選修第二外語 增廣寰宇視野

園區
活動

文 ‧ 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 德語賴怡君教師曾赴德國學習工作多

年，透過分享德國生活點滴學習德語。

中科實中為朝向「展能、活力、國際化」發展，

特別開設第二外語課程供學生選修，歐語部分，

配合本校簽訂的歌德課堂計畫，特結合第二外

語選修與專題課程開設德語及西班牙語專班。

此外，另向東海大學等校覓尋師資，開設日語、

越語兩門選修課程。

近年來教育部大力推廣高中第二外語教學政

策，台北歌德學院於 2015 年啟動「歌德課堂」計

畫，與設置德語特色專班或特色課程的高中合作，

支持學校推動德語教育，期待讓學習德語向下紮

根。配合此計畫，本校與第二外語學科中心合作，

結合第二外語德語課程、德語專題特色課程，成立

德語專班，鼓勵學生學習德語，參加德語檢定考試；

對於甄選表現優異同學，由歌德學院以全額獎學金

補助學生暑假到德國或東亞參加國際青少年德語

夏令營，實際體驗跨國文化。

面對東南亞南海勢力崛起及跨太平洋新夥伴

關係，越語一躍成為近年日星兩國，甚至歐美國家

積極開設學習語種，本校配合新課綱前導試行與

當前國際新趨勢，開設越語選修課程，尤其在 107

年新課綱中，特別重視高中階段在外語課程中提供

學生多元選修東南亞語課程，相信在各種語言和文

化的連結下，能讓臺灣更與世界接軌。

◆  本校校長陳國祥 ( 左 ) 與台北歌德學院院長柯理簽訂歌德課程計畫合作協議。

国際化に取り込む　学生たちの第二外国語課程
Courses of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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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方法 每個孩子都是天才

園區
活動

文 ‧ 圖／園區公會 王儷緣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辦處於 10 月 15 日舉辦

「賞識自己～看見孩子的天才」講座，由世紀領

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執行長盧蘇偉主講，他以

切身的經驗與大家分享如何發現孩子的潛能、看

見自己孩子的獨特，說明教育的意義和存在價值，

只要用對教育的方法，給孩子信心，每個孩子都

可以是天才。

本次講座共計有 80 位聽眾參與，盧老師以親

切幽默的講課方式，道出他在八歲那年感染了日

本腦炎，一場發燒讓他腦中記

憶功能受損，智商測驗只有

70，家人卻沒有放棄他，

加上自己的努力，一路考

上建中讀到柏克萊，取得

博士學位並進入地方法院

當觀護人，幫助許多輟學或

吸毒的孩子們願意相信自己是

有用的人，說明教育的意義和存

在價值，改變是有可能的！

◆ 盧 蘇 偉 老 師 分 享

自 身 經 歷， 吸 引

80多人前來聆聽。

講座を開催　子供の潜在能力を引き出す
Find Hidden Talent in Every Child by Having Faith in Them

圖／建管處 涂裕雯

后里園區巡迴巴士改點囉

后里パークのバス停の変更
Shuttle Bus at CTSP Houli Park Now Has an Extra Circular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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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車道

紅腳丫日月潭鐵馬環湖趣

園區
活動

文 ‧ 圖／環安組 何怡佳 陳冠宏

◆ 騎乘於水上自行車道，

欣賞風光明媚、景致宜

人的湖景。

◆ 完成環潭挑戰，

開心合影！

「珠潭水與天池通，涵虛搖綠吹天風。不知海

拔幾千尺，盈盈一水瀦玄穹。註」，日月潭是台

灣中部最負盛名的國家風景區，昔日曾以「水

社八景」風光享譽國內外，時值秋高氣爽，紅

腳丫車隊於 10 月 24 日安排日月潭之旅，以單

車環湖方式欣賞日月潭多樣的風貌。

日月潭是以拉魯島為界，東、西兩側因形似

「日輪」和「月鉤」而得名，其中，被選為全球最

美十大自行車道之一的日月潭水上自行車道，每年

更是吸引許多遊客前往朝聖。筆者第一次參加紅腳

丫活動，很慶幸日月潭是我單車之旅的首航，當日

上午 8 時在向山遊客中心集合後，展開全程 32 公

里的單車自我挑戰。

從向山遊客中心出發，沿著水上自行車道騎

乘，看著腳下的波光瀲灩、清澈見底的綠色湖面，

不禁令人有種陶醉、微醺的幸福感，途中經過永結

橋、同心橋及婚紗廣場，更是許多新人拍婚紗照的

熱門景點。在抵達水社碼頭後轉而騎乘環湖公路，

一路上風光明媚、微風徐徐，沿途知名景點如文武

廟、伊達邵、玄奘寺、玄光寺等，也留下紅腳丫的

美麗倩影。在玄光寺品嚐著名的阿婆茶葉蛋後，在

環潭一號隧道前轉進月潭自行車道，牽著車子穿梭

於月潭南岸的蜿蜓小徑，沿途生態、林相豐富，彷

彿進入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花源。

中午時分，紅腳丫來到魚池鄉知名的牛朝餐

廳用餐，品嚐山林中的五星美味料理，飯後前往埔

里 18 度 C 巧克力品嚐義式手工冰淇淋，真是人生

一大享受！未來仍要跟著紅腳丫的腳步，享受運

動、美食、娛樂的樂活人生。

註：節錄自李碩卿《日月潭棹歌》。

世界十大自転車道　日月潭沿いを楽しもう
Fun Biking at Sun Moo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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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無患子懸樹梢

逢冬葉離枝具多用途

園區之美
Colorful CTSP

文 ‧ 圖／營建組 蔡榮峯

時序進入深秋，農曆九月寒露一過，霜降將至，

一波波的冷空氣紛至沓來，讓園內公園的植物

開始有了不同的妝容。漫步在園區公園，隨處

可見落英繽紛的景緻，在這樣的節氣轉換下，

欣賞植物的角度就要從觀葉與賞果的層次來觀

察。觀葉的型態，在季節轉換下，由深綠轉而

黃至褐，葉片會透露著些許滄桑之美；賞果的

外觀，種子外皮會從淺綠色轉為淡黃，隨著水

分漸乾而為紅褐，最後乾癟為灰黑色，兩種型

態妝點著公園的景色。

走在園區水堀頭公園，放眼望去樹枝上一顆

顆渾圓飽滿的金色種子，就是本次介紹的主角－

無患子，又稱「黃目子」、「肥珠仔」、「肥皂樹」、

「菩提子」、「鬼見愁」等，會有如此多的稱號，

跟它在民間的使用方式有許多關聯。無患子的核

果果肉飽滿，內含豐富的皂鹼成分，在肥皂尚未

普遍的年代，人們以它的果實當作天然肥皂，用

來洗髮、洗衣，是最天然的清潔劑。鄉間兒童也

拿無患子黑色種子來當彈珠。而排灣族巫師會以

神珠（無患子種子）放在葫蘆上問卜，用以治病；

布農族人在每年栗作之時，便有栗作祭儀，以無

患子放在檜木皮中央豎立在地上，祈求祖靈保護，

栗作才能順利成長豐收。

或許第一次接觸這種植物的人會問，莫非介

紹「龍眼」？在生物學的分類上，無患 子 與

龍眼同為無患子科，屬別則有

所不同。無患子屬於落葉性

大喬木，每年入冬之際，

葉子會轉變為金黃色，冬

季落葉後，果實成熟，又

呈現另一種風貌。下次來

到公園踏青野餐之餘，不妨

拾起一顆種子，望古溯今或許

能得到新的想法呢！

◆ 金黃澄透的無患子果實

具有多種用途。

◆ 無患子淡黃色葉

片所透露秋天的

氣息。

ムクロジの話
Sapindus Mukorossi in Shueijyuetou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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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沈朝財 插畫／秘書室 陳慧琪

悠遊中科
CTSP LOHAS 收藏兒時記憶的小白宮

高等研究園區中興會堂
高等研究パークの中興会堂
Discover CTSP: Chung Hsing Assembly Hall at the Advanced Research Park

對於許多在中興新村長大的臺灣省政府員工子

弟來說，跟隨父母到中興會堂看電影是童年的

共同記憶；晚上七點、九點兩場二輪片，散場

後到大操場階梯乘凉、散步、吃冰、放風箏……

由楊卓成建築師設計，民國 48 年落成啟用的

中興會堂是中興新村最宏偉的建築物，省政府除了

在這裡開會、動員月會、國父紀念月會、接待外賓

元首、舉辦活動之外，也借給中興高中開週會；後

來兼作休閒娛樂場地，晚上放映電影供村民觀賞，

收費低廉，從最早五毛錢、一塊錢到十塊錢、二十

塊錢，現在每逢假日時，都相當的熱鬧喔。

中興會堂就位在中興新村的精華區域，它的

正下方就是常舉辦活動的大操場，一旁有一整排

豐茂的榕樹群，樹齡都超過 50 年，每棵老榕樹都

有粗壯厚實的樹幹，盤根錯節的樹根形成一幅奇

特景象，每到夏天就變成乘涼避暑的最熱門去處。

從大操場順著階梯往上走，就會看到中興會

堂的全貌，整體造型為兩層樓西方古典巴洛克式

建築，平面配置強調中軸、左右完全對稱，入口

門廊與立面的圓拱、山牆都可看到純為裝飾的形

式語彙，而內部格局採電影院式座椅設計，最前

方是舞臺。從不同角度欣賞，各有迥然獨特的美，

處處皆值得取景，留下影像紀念，說它是中興新

村的地標之一，一點也不為過。此外，附近還有

中興高中、郵局、圖書館和兒童公園等，在遊賞

中興會堂後，也不怕沒有地方可去。

走過一甲子，座落於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中心位置的中興會堂，有浪漫典雅的外觀，具歷

史淵源意義及觀光價值，已經被南投縣政府登錄

為歷史建築，精省後，曾有一陣子改為 NGO 會議

中心，現為本局管轄。

◆ 中興會堂收藏著許多

人難忘的童年回憶。

文．圖／投資組 沈朝財　插畫／秘書室 陳慧琪



◆ 星野長棍慢慢咀嚼可品嚐麥

香與天然酵母的原始風味。

◆ 阿華師傅用心製作出美味麵包。

麵包時刻

電話：04-24226172（採預約訂單）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豐樂路 6-3 號 1 樓

212015 November

文 ‧ 圖／投資組 楊素琴 蔡方琪

幸せを伝え　天然食材で手作りパン
CTSP Delicacies: Have a Slice of Happy Time

堅持天然食材 手做揉成

麵包時刻用心傳遞美味

悠遊
中科

園區廠商轉投資的麵包店「麵包時刻」，今年 

6 月剛成立，一開始是為了推廣日本鳥越麵粉而

成立的烘焙教室，希望能提供麵包師傅們一個

可以切磋技藝與分享交流的空間，由於做出來

的歐式麵包真材實料又好吃，深獲好評，彼此

口耳相傳，目前該店並無實體店面，因此只接

受預約訂單。

年僅 26 歲的麵包師傅李珮華（阿華師傅）自

從國中時品嚐了野上智寬師傅的麵包後，便深深

愛上歐式麵包紮實的口感，甚至遠赴日本見習，

開始投入麵包製作，至今已超過 10 個年頭，他說

製作麵包就像照顧小孩一樣，用心呵護便能感受

到它一點一滴的成長，憑著對麵包的熱愛，堅持

新鮮、手做的阿華師，特別推薦三款心目中最值

得一試的麵包－鄉村核桃、伯爵奶茶及星野長棍。

「鄉村核桃」使用頂級核桃，紮實的口感，

整體極富傳統歐式麵包的風味；「伯爵奶茶」因

為使用了白巧克力，烘烤加熱後白巧克力熔化與

紅茶結合，入口後有如喝到伯爵奶茶的香甜感；

「星野長棍」是一款使用星野酵母發酵的法式長

棍，因為堅持採木箱長時間自然發酵，雖然製程

比一般多 3 倍的時間，外皮硬、酥、脆而內部咬

勁十足，慢慢咀嚼感受天然酵母與麥子的原始風

味。

其他像「芥末籽香腸」使用頂級德國香腸及

法國麵包的外皮搭配芥末子，十分相配；「小倉

紅豆」是用長型法國麵包夾入特製紅豆餡與法國

藍絲可奶油（Lescure），一口咬下，紅豆與奶油

融入口中，豐富的口感滿足挑剔的味蕾；「密釀

芒果」使用台灣高山種植的蜜桃烏龍茶與台南玉

井芒果乾，吃起來有種戀愛的滋味。坐在二樓的

烘焙教室，視野寬廣，空氣中瀰漫著濃濃麵包香，

再來杯義大利 Kimbo 頂級濃縮咖啡，彷彿置身法

國香榭大道，真是幸福的滋味！



園區保警隊長期以來扮演科學園區守護神的角

色，負責維護園區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前保安警

察第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長－翁春木先生在

中科服務 7 年半，開發初期參與過無數場大大小

小的說明會，與園區管理局並肩作戰，同甘共苦。

園區開發初期辦理說明會時，就有園區保 

警隊的身影，維護中科管理局首長安全是首要

任務，其中翁中隊長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民國 

98 年 12 月二林園區動土典禮，總統馬英九親

臨剪綵，有環保抗議的民眾貼近總統，幸並未

發生維安驚擾事故，圓滿達成任務；另有一起

同仁於在辦公室被民眾毆打事件，本著職責所

在，不放過任何一條蛛絲馬跡，憑藉歹徒撥打

電話的線索將其繩之以法。其任內最有成就感

的就是為同仁爭取到自己的隊舍，有了安全穩

固的基地，同仁生活品質大大提升，使執行任

務也更加認真踏實。

翁中隊長也提到前局長楊文科是個有膽識、

有遠見的好長官，經常與保警隊的同仁一同吃

飯聊天，保警隊同仁及管理局同仁就像局長的

左右手，大家攜手為園區的美好願景一同努力

打拚。

目前退休在彰化老家的翁中隊長，時常有

老同事前往探訪話舊，閒暇種植芭樂，跑步運

動維持體力。「有事可做，有人可愛，有夢可尋」

是退休後的心境，與大家共享。

民國 65 年 6 月台灣警察學

校警員班畢業，74 年中央警

察大學畢業後投入保二總隊

服務，95 年 1 月奉派至中部

科學園區，維護園區安全長

達 7 年半，102 年 7 月屆齡

退休，服務公職近 36 年又

10 個月有餘。

翁春木小檔案

◆任內完成警察隊舍大樓落成啟用是前中隊長翁春木（左

三）最有成就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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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P ‘s 
Storytellers 捍衛中科 守護園區

口述／翁春木　撰稿 ‧ 圖／投資組 楊素琴



悅讀
悅樂

Reading 
Fun

在我寫作的期間，有次午休跟一

位朋友一起吃飯，他在法國一家大企業擔

任很重要的職位。這位朋友相貌堂堂，聰明過人，

討人喜歡，又很有錢。他不是法國人，但住在巴黎。

在我們見面時，他剛在第 8 區最時尚的某條街上，買了

一棟豪華公寓。我這位友人周遊世界各地，在法國南部還有

一棟房子。每次看到他，我都不禁心想：這傢伙日子過得真不

錯，實在好幸運！

那天中午，在開始用餐時，我隨口問了一句：「最近如何？」

這一問，引來了長達 65 分鐘抱怨繳稅的回答──沒錯，我真的

有在計時！「唉，妳一定不相信，要繳那麼多稅，簡直就是一

場惡夢……。」我試著保持正面的態度，為他打氣：「但是稅

繳得多，代表你賺得多呀！有錢就可以做想做的事，盡情享受

人生！」他回答：「也對啦。可惜我沒有時間。」

我再次嘗試鼓勵他：「那你在南法那棟漂亮的房子呢？最

近有沒有去？」他生氣地說：「提都別提！妳想像不到繳稅和

維護它，要花掉我多少錢。而且不只這樣，大家都想南下去看

那棟房子，我還得要招呼他們。」

我決定換個話題：「那你最近升職，高不高興？」結果，

他臉上的表情難看到害我一時以為，他會拿盤子裡那尾可憐的

鮭魚出氣！「簡直是糟透了！我周圍全是些蠢蛋。我連將來拿

不拿得到獎金都沒把握，大家拚死拚活，不就是為了這個？」

最後，他以這句話結束了整頓午餐：「如果有錢，又不必

煩惱這些鬼問題，該有多好！」我想，我絕對可以再說一次，

而且應該不會錯：金錢，買不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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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 人 的 煩 惱
文、圖／大塊文化出版提供

幸福好日子：向全世界最
快樂的丹麥人學習滿意生
活的 10 項祕訣

作者： 瑪琳娜 ‧ 希達樂 

Malene Rydahl

譯者：顧淑馨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5 年 7 月

瑪琳娜 ‧ 希達樂 
Malene Rydahl

丹麥人，現居法國巴黎，

曾 擔 任 凱 悅 酒 店 集 團

（Hyatt Hotels & Resorts）

高 階 主 管。2012 年 成 為

正 向 經 濟 論 壇（Positive 

Economy Forum） 諮 詢 委

員會委員，這是在法國總

統的支持下，由經濟學家

賈 克 ‧ 阿 塔 利（Jacques 

Attali）領導的組織。希達

樂精通英語、法語及丹麥

語，《幸福好日子》是她

的第一本著作。她在書中

分享自己在丹麥成長、生

活的經驗，告訴我們丹麥

人民幸福、快樂的原因。



文 ‧ 圖／環安組

映画を見に行こう！

中科FUN電影免費欣賞

Free Movie Sceening at CTSP Cinema

金牌特務 輔

放映時間：104/11/11（三），PM6：30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類型：動作、冒險     片長：2時 9分

伊格西五歲時父親在一場機密軍事行動中犧牲，他因此獲得一個能解決所有

問題，只能使用一次的緊急求救。17年後，伊格西使用了這求救以免除牢獄之災，

而救他的是欠他父親一命，正直的特務哈利。

哈利對伊格西的經歷感到可惜，但對他的資質刮目相看，於是提供了伊格西一

個改變人生困境的機會，要他去爭取加入一個最高機密的獨立情資組織─金士曼。  

有了哈利的幫助，伊格西開始學習如何當個紳士與特務，他能夠擊敗其他人，

獲得加入金牌特務這個炙手可熱的機會嗎？而他與哈利又能否及時揭穿里奇蒙的

邪惡陰謀，並阻止他呢？

人事
動態

CTSP
Staff News

政風室   

張 蕙 璿
職稱：主任

報到日期：104
年 10 月 1日

原服務單位：科
技部政風處專員

企劃組  科長 

江 國 忠
調任日期：104 年 10 月 20 日原職：企劃組技正

輕安自在 隨遇而安

感恩！感謝！ 
迎接每一天新的挑戰，全力以赴。

NEW 榮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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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訊息

Job  
Vacancies

上述職缺意者請依應徵方式投遞履歷或攜帶履歷親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中科就業服務台為您服務

洽詢電話 04-25607437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1 號

																																				( 免付費電話 0800-777888)

歡迎加入賈中哥 (JobGogo) 粉絲團www.facebook.com/tcesa

中科 104 年 11 月徵才

2015 年 11 月の人材募集
CTSP November Job Vacancies

公司名稱 職缺 工作內容及條件

台灣彩光科

技（股）公司

研發助理工程師 1. 光學元件組裝。
2. 精密儀器操作。
3. 樣品評估、抽檢。
4. 協助執行產學合作計畫。

光學工程師

機構工程師

PE 工程師

1. 制訂製造程序與產品標準。
2. 評估製程專案計劃，訂出最適化的製造流程。
3.			負責新產品製程的導入，並進行製程的檢測，以使新產品能夠穩定生產且符合相		
	關標準。
4. 定期檢測製程設備的重點參數。
5. 持續改善現有生產製程。

財務主管

1.	規劃及檢討公司會計作業流程，並覆核各項會計作業，以符合財會及稅務之規定。
2.	定期核閱財務報表，並針對異常項目進行分析檢討。
3. 解決並督導關係企業帳務處理及覆核其財務報表。
4. 檢討每月各營運單位之營運結果、預算執行績效報告。
5. 提供並分析其他管理決策所需之管理會計資訊。

應徵方式：歡迎至 104 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台灣美光記

憶體（股）

公司

Frontend	Manufacturing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Wafer	Sort	Test	Engineer、Quality	Management	Office	
Auditor、Quality	Management	Office	–	Customer	
Auditor	Analyst、Senior	R2R	Engineer、Senior	FDC	
Engineer、Metrology	Application	Engineer、Yield	
Engineer、Senior	PQA	Engineer、Process	Engineer、
PHOTO	Process	Engineer	（Experienced）、Process	
Integration	Engineer、Safety	Management	Control	（ERC）	
Engineer、Manufacturing	Area	Engineer/	Shift	Engineer、
Quality	Master	Trainer

Bachelors	or	M.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Physics,	
Statistics,	Chemical	Engineering,	or	similar	technical	field

Big	Data	Engineer、Data	Analysis	Engineer、Device	
Engineer

Master's/Bachelor's	Degree	in	Electrical/Electronics/Microelectronics/Semiconductor/
IC	Design/Computing

Automation	Transfer	Equipment	Engineer、Equipment	
Engineer、PHOTO	Equipment	Engineer	（Experienced）、
RDA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or	above）	major	in	Automatic	contro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or	related	fields

Customer	Mapped	Quality	Engineer
Possess	a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aterials	Science,	Electronic,	Electrical	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equivalent

Corporate	Safety	Program	Manager Minimum	of	a	B.S.	degree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and	Crisis	Management,	
Manufacturing	Sites	Coordinator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or	Equivalent	Work	Experience

Contract	Interpreter（Japanese/Korean）
契約日文韓文工程翻譯

Bachelo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Mechanical	Engineering

派遣職護士（Contract	Nurse）
Employee	health	management,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conduc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應徵方式：歡迎至公司網站 TW.MICRON.COM或 104 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達興材料

（股）公司

材料採購工程師
碩士以上，化學、化工、材料等相關系所畢，熟悉化學相關領域者。
具 1年以上化學化工公司之經驗，且對化學原料及供應商之 sourcing 及管理有經驗。
熟文書處理與 ERP 操作佳。做事細心，有責任感，具溝通協調能力。

應徵方式：請至 104 人力銀行投遞線上履歷。



粉紅瑪格麗特 彩繪大地

別名「少女花」的瑪格麗特，據說16世紀時，受到挪威瑪格麗特公主喜愛而得名，

綻放中的瑪格麗特，也的確花如其名般地粉嫩討喜。雖不耐炎熱乾旱，但只要在花期

過後透過適當照顧，在秋冬涼爽的季節，就有機會看到它再次綻放。

文／陳敬涵　圖／楊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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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63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

No.2, Zhongke 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63, Taiwan, R.O.C.

Tel : +886-4-2565-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