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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全體同仁 敬祝

隨
著全球經濟持續穩健復甦，中科量能

亦同步擴大，在園區夥伴們的努力

下，2017年營業額將再為中科的營運寫下新

的歷史紀錄。

展望新的一年，廠商持續投入新製程，2018

年中科營業額應可再創新高，並突破6,000億

元大關；另外人工智慧技術之發展應用已是

未來產業發展之趨勢，中科配合政府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積極展開「園區智慧機器人創

新自造基地」計畫之各項活動，並以結合產

學研訓等單位之研發成果與技術，協助園區

夥伴掌握未來、提升競爭力，再創中科下一

個高峰。

下個月就是農曆新年了，預祝大家新年行大

運、好運旺旺來！

中科管理局局長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

炮竹一聲除舊歲
   好運旺旺迎新年
New Year Message from CTSP Director-General Dr. Ming-Huang Chen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文／企劃組 陳家榮 圖／紅藍創意

新年企劃 New Year's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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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企劃組 陳家榮 圖／投資組 蔡方琪

2017成績亮麗  2018精彩可期
CTSP 2017 in Retrospect & 2018 in Prospect

2017年を振り返り、2018年を展望

5、4、3、2、1 H a p p y N e w 

Year~」，迎接嶄新的一年。

回首2017年，中科在園區夥伴努

力再建置許多里程碑，且讓我們來

一一回顧今年中科各項精彩的好表

現！

招商引資、各項數據表現依舊亮眼

截至106年12月底止，在本局積極

招商引資下，共引進184家廠商，

計畫投資額逾2兆元；營業額預估

可再創新的歷史紀錄；另園區土地

出租率高達9成以上，標準廠房依

舊供不應求，此外園區就業人數已

突破4萬3千人，每年持續穩定增

長，活絡中台灣就業市場。各項亮

眼表現及數據，足以證明中科依舊

魅力驚人。

國際交流  成績斐然

106年2月21日中科與日本京都研究

園區締結姊妹園區；4月17日中科

與印度理工學院海德拉巴分校、雲

林科技大學及竹科管理局共同簽署

四方合作備忘錄，建立台、印科技

學術交流合作平台；7月28日中科

與泰國清邁大學及逢甲大學簽署三

方合作備忘錄。今年可說是中科國

際交流豐收年。

ASPA 2017年度企業獎首獎－正瀚

生技：本局推薦高等研究園區廠商

正瀚生技參加ASPA企業獎，該公司

以「氣候調理劑」產品在彰化葡萄

園的試驗成果為例，說明其技術可

協助植物在遭遇氣候急遽變化時，

保持細胞膜的完整，有效降低因氣

候變異造成的農損，進而保障農民

收入、協助解決糧食問題，深獲

ASPA各國評審肯定，最終脫穎而出

榮獲首獎，本局與有榮焉。

智慧運輸、金獎殊榮：3月7日科技

部結合中科、竹科與南科3園區之

園區智慧交通

計畫執行成果，以「Smart Park ICT 

Re-engineering Initiative」為主題，參

加2017年APEC能源智慧社區倡議

（ESCI）最佳案例評選活動－智慧

運輸主軸，從197件國際案例中脫

穎而出，榮獲金獎殊榮。

金檔獎－傳承大肚山的科技傳奇檔

案：本局參加第15屆機關檔案管理

金檔獎評選，榮獲金檔獎殊榮。經

由參賽準備，不僅凝聚中科團隊向

心力，同時提升了檔案管理品質，

也發揮檔案的價值。透過金檔獎獲

獎的經驗，秉持「傳承過去、努力

現在、共創未來」的精神，讓中科

可以完整記錄大肚山的經濟奇蹟，

也發揮高科技產業的群聚效應，在

全世界發光發亮。此外，本局將虛

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技

術運用在「大肚山的科技傳奇」檔

案特展上，讓民眾可以用有趣、活

新年企劃 New Year's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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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的方式，瞭解台灣科學工業園區

的過往歷程與未來發展。

AI技術  軟硬兼備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者聯盟簽約儀

式：6月27日本局舉辦「中科智慧

機器人自造者聯盟簽約儀式」，由

本局與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

科產學訓協會及台灣智慧自動化與

機器人協會四方共同簽署合作意向

書，正式啟動產學研合作鏈結，未

來將結合在地交通便利及功能完整

之自造者空間，形成中心自造基

地之衛星服務群，以園區鏈結國網

中心的AI運算為核心基地，負責統

整、工程師高階能量培養及大數據

累積，以都會區基地為衛星基地，

負責帶動大專院校、中小學AI機器

人自造風氣。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揭牌：本

局配合科技部計畫4年（106~109

年）10億元打造國際旗艦型的智慧

型機器人自造者基地，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於10月25日揭牌，

本基地將兼具智慧機器人自造者

Maker及創業者co-working空間之角

色，結合產學研訓等單位之研究成

果與技術，與中部智慧機器人及精

密機械廠商合作，共同向智慧機器

人產業邁進，引領台灣智慧機器人

產業發展。

推動「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

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本

局藉由此計畫協助企業導入智慧觀

念及技術，並朝「智慧機械」產業

化及產業「智慧機械」化發展，促

進生產設備與製程技術整合、加速

模組智能化、提升產業技術水準及

促進產品加值與產業轉型，同時可

以協助產業鏈結先進研發團隊和技

術，創造新的商業模式。106年度

已完成4條示範生產線建置並開辦

人才培訓相關課程（含智慧製造、

機電整合、視覺手臂、訊號感知、

航太認證等）。

蓄勢待發  迎接AI ｘ新浪潮

展望2018，持續配合科技部「持

續打底基礎研究，創造科技新的

價值」、「深耕創新創業，啟動

摩爾定律思考」、「以科學人才的

奠基，連結未來世界」三大施政

方針，並朝向「智慧中科、創新驅

動、低碳園區、區域共榮」目標邁

進，精進推動中之智慧園區計畫，

並強化既有產業之優勢及強項（如

半導體先進製程與技術精進、光電

與光學產業、精密機械等）；另規

劃與新技術（如AI、大數據、物聯

網及軟體服務等）整合運用，另以

「AI x」做為發展軟硬融合的創新

驅動「乘法因數（x factor）」，結

合國內產業專業知識與ICT技術，

將人工智慧融合在各種應用服務系

統，積極引進智慧型機器人、智慧

機械、醫療器材、綠能等前瞻產

業，發揮軟硬融合的乘法綜效，進

而將園區型塑為示範場域及低碳綠

能的園區，協助園區夥伴們再創高

峰。2018年中科精彩可期，敬請拭

目以待。

新年企劃 New Vision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新年企劃 New Year's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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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文／投資組 唐佩珍 圖／蔡方琪

中科搶搭電動車熱潮
CTSP Rides the Electric Car Trend

パーク同業組合が電気自動車講座を開催

響
應節能環保及新能源等廠商

及民眾最為關心議題，本局

於106年12月21日與台灣科學園區

同業公會共同舉辦「中科電動車趨

勢座談會」，由本局局長陳銘煌及

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聯合主持，

包含和大工業、橙的電子、台灣康

台灣特斯拉事業

發展經理樊品甫

（右）介紹電動車

之發展現況。

寧以及多位廠商代表逾70位貴賓出

席與會。

沈理事長：電動車時代已經展開

沈理事長表示，電動車符合環保節

能之需求，已經在全球掀起一波現

代汽車工業革命，舉凡電動車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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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零件、減速器等零組件需求，傳統

汽車產業正面臨新的挑戰及轉型，

唯有掌握電動車發展趨勢才能掌握

商機。

中科陳局長：園區帶頭響應環保

本局陳局長則表示中科園區已有廠

商使用電動機車及巴士，電動車的

使用將愈趨普及，而隨著電動車發

展所帶來汽車產業新的需求，勢將

刺激汽車供應鏈研發新產品，而科

學園區也將配合此趨勢調整招商策

略，以符合廠商建廠需求。此外，

中科已成立「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及「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者聯

盟」，未來將引進與電動車產業相

關之軟硬體高科技廠商進駐園區，

以打造智慧機械產業聚落。

特斯拉電動車試駕╱乘初體驗

台灣特斯拉事業發展經理樊品甫主

講「電動車與人工智慧及儲能技術

發展」時表示，電動車結合及展現

人工智慧及儲能技術之發展，與民

眾生活緊密結合，隨著相關技術及

軟硬體設施成熟及完備，民眾將可

明顯感受電動車科技所帶來之安全

及有效率之生活方式。特斯拉現場

特別準備四輛電動車進行試駕／乘

體驗，讓貴賓親自感受電動車的魅

力。

抓住電動車浪頭  搶上灘

近年在環保及能源等環境需求帶動

下，標榜低汙染、省能源之電動車

車廠合作以取得優勢。一連串關於

電動車的改革與創新都說明了全球

電動車市場正準備跨入下一個時

代，本局希望透過這次座談會，除

協助園區從業人員及本局同仁瞭解

電動車產業，也希望讓各位更加瞭

解中科園區投資環境，一同加入打

造完整電動車產業供應鏈。

已成為本世紀最重要之發展產品之

一。從美國TESLA電動車、正在崛

起的大陸電動車新趨勢及台灣電動

機車的品牌Gogoro，未來電動車的

發展趨勢可期，各大國際車廠皆摩

拳擦掌積極搶進此塊大餅，也直接

帶動電動車供應鏈蓬勃發展，各上

中下游廠商莫不積極搶進與各電動

本局局長陳銘煌的特斯拉初體驗。

試駕前介紹電動車基本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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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文／企劃組 陳家榮 圖／投資組 楊素琴

科技部陳部長視察后里、二林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iang-Gee Chen Inspected CTSP's 
Houli and Erlin Parks

科技部陳部長が后里パークと二林パークを視察

科
技部部長陳良基於106年2月

8日上任後，除忙於推動我國

科技產業發展之各項政策外，亦相

當關切園區未來之發展，分別於4

月28日及7月25日視察本局所轄台

中園區、高等研究園區及虎尾園區

等3個園區，並與廠商座談交流，

再度於12月11日視察后里及二林園

區，完成中科五大園區踏勘。

視察后里園區  為環評打氣

本局局長陳銘煌因公出國，指派副

局長施文芳向部長說明后里園區七

星基地二階環評進度及園區之各項

公共工程現況，並透過實地視察，

讓部長更加瞭解園區環評關鍵議題

及本局相關配套措施。

訪視橋椿金屬公司  看見水五金的
未來

為瞭解中科AI發展能量，一行人旋

即與本局副局長許茂新會合參訪橋

椿金屬公司，該公司結合製程自動

化設備，以機器人取代傳統人力，

係為國內水五金自動化廠商之典

範，在該公司執行長楊慶祺詳盡的

介紹解說，讓部長瞭解到中科相關

產業的技術能量及廠商對AI技術發

展的期待，本局也將傾全力協助廠

商提升各項技術。

視察二林園區  瞭解發展現況

緊接著，部長前往本局所轄最大的

二林園區視察，該園區面積631.23

公頃，以引進低耗水、低耗能、低

排放產業之園區，主要引進產業包

括精密機械（比例最高）、積體電

路及電腦周邊（不含晶片製造）、

光電（不含TFT-LCD平面顯示器製

造）、生物科技、綠色能源（不含

LED晶粒製造）等，目前刻正積極

辦理二階環評中，俟環評完成後，

已核准之廠商即可進駐營運。透過

本次實地視察，也讓部長更瞭解園

區相思寮專案讓售案始末、二階環

評進度、各項公共工程現況及本局

招商現況等。

1

1

2

3

3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右）體驗可彎曲的水龍頭，左為該公司執行長楊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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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王志群 圖／蔡方琪

台灣孵化器落腳中科  加速創業腳步
Taiwan Incubator Established in CTSP

台湾インキュベーターがCTSPで成立

由
逢甲大學及朝陽科技大學共

同成立的台灣孵化器12月8日

於本局環境教育資源展示中心正式

成立，本局局長陳銘煌、臺中市經

發局專門委員江振瑋、逢甲大學校

長李秉乾及朝陽科技大學副校長楊

文廣等皆出席開幕剪綵。

台灣孵化器的成立是我國創新創業

發展新的里程碑，也為中部地區新

創事業的發展注入更豐沛的動能。

台灣孵化器扮演輔導新創、架接引

導的角色，透過資金挹注，立即性

投資最高100萬元，並可追加至600

萬元，並授予專屬課程，讓團隊得

以度過最艱困的創業階段，提高新

創事業的成功率。面對科技瞬息萬

變的挑戰，能提前迎向世界趨勢，

才能站穩根基，放眼全球。

台灣孵化器所在位置，鄰近本局配

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

位建設」所推動成立的「中科

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

造基地」，該基地已於

10月25日揭牌成立，未

來將是一個落實機器人軟

硬整合與創新應用，提供

年輕人動手做的實

作舞台，更將催生

臺灣智慧機器人

產業所需人才。

期待未來台灣孵化器與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更加緊密合作，激盪

精彩火花，共同促進新創事業發

展，也讓中科智慧機器人產業發展

更加蓬勃亮眼。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四）、臺中市經濟發展局專門委員江振瑋（右三）、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左四）、朝陽科大副校長楊文廣（左三）等貴賓出

席開幕。

Central Taiwan Sci

台灣孵化器執行長林英杰介

紹未來可提供之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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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魏銘志

中科赴印尼及馬來西亞

推動國際科技交流暨招商
CTSP Delegation Visited Indonesia & Malaysia for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 Business Recruitment

CTSPがインドネシアとマレイシアに訪問、国際交流と企業誘致を

鑒
於東協國家崛起，政府致力

推動新南向政策，本局局長

陳銘煌特於106年12月中旬率團赴

印尼雅加達及馬來西亞吉隆坡等地

進行科技交流參訪與招商，竹科管

理局、科技部產學司及逢甲大學亦

派員與會，共同前進新南向國家，

促進跨國科技交流發展與合作，落

實科學園區接軌各國高科技產業及

學研界之橋梁角色！

鏈結印尼育成加速器─促進雙

邊新創發展

印尼坐擁豐富天然資源，人口結

構年輕，為帶動整體經濟發展以

改善人民生活品質，印尼政府刻

正推動廣設科學園區政策，並積

極向各國高科技園區取經，朝產

業轉型升級及鼓勵創新創業等方

向前進。 

為強化並鏈結台灣與印尼雙邊科

技產業與新創發展，本次赴印尼行

程安排拜會「印尼技術評估與應用

總署（簡稱BPPT）」、BPPT轄下之

「印尼國家科學園區Serpong園區」

及「印尼科學研究院」等機構，其

中BPPT為直屬印尼總統府之國家

級科研機構，負責該國科技產業發

展計畫制訂及科學園區之規劃與營

運，本次實地參訪有助本局瞭解印

尼科學園區新創場域及科技產業現

況，期共同推動創新育成加速器之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六）率隊拜會印尼國家科學園區Serpong園區，由該園區負責人Dr. Dudi Iskandar（右七）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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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橋接雙邊創新團隊及新創公

司至彼此市場拓展商務。

另本次印尼行程亦拜會3家廠商，

包含致力發展奈米生技的「 P T 

Graha Atsiri Indonesia」、以製藥起

家後跨足醫材及美妝等領域的「PT 

Phapros, Tbk」及印尼最大跨國集

團之一金光集團旗下的「亞洲漿紙

（Asia Pulp and Paper）」等公司，

除介紹台灣科學園區投資環境以吸

引印尼廠商來台投資外，亦為我園

區廠商尋求潛在合作夥伴，協助園

區廠商之新南向商務拓展。

拜會馬來西亞園區廠商─強化產

業創新交流

馬來西亞位處東南亞樞紐位置，得

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造就多元種族的

共融社會，人民平均可精通三種以

上語言，在此優勢下，馬來西亞具

備成為科技新創強國的能量與條

件。

為發展科技創新及促進青年創業，

近年來馬國的各種新創場域蓬勃發

展，本土新創團隊之培育已見成

效，中科亦致力推動創新創業，且

期藉由「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

地」計畫帶動自造風氣、激勵產業

多元創新，由此可見兩國科技發

展策略不謀而合，故本次行程安排

拜會「馬來西亞科技發展中心」

（Malaysi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簡稱MTDC）及「馬

來西亞科技園區」（Technology 

Park Malaysia，簡稱TPM）等聚焦於

新創發展之機構，期尋求台馬雙邊

合作的管道。

MTDC為馬國成立之第一所新創育

成機構，負責輔導新創團隊進行科

研成果商品化，本次除拜會MTDC

總部，亦與MTDC育成廠商進行洽

談交流，包括提供食品安全檢驗服

務的UNIPEQ、發展醫療保健藥品

的Farmasia、開發生物人工皮膚的

Cell Tissue Technology、子宮頸癌自

我檢測用品的LaDIY Healthcare等廠

商。TPM成立於西元1996年，為馬

國第一座國家級科學園區，該園區

主要產業為資訊通信、生物科技、

園區要聞 Park News

馬來西亞科技園區解說人員介紹其物聯網智慧屋之各項軟硬體科技。 MTDC總部開放式共用空間，提供進駐團隊交流互動並兼具園區廠商產
品展示功能。

1.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率隊拜會馬來西亞
科技發展中心，由該中心執行長Norhalim 
Yunus（右五）接待。

2. 拜會印尼技術評估與應用總署副署長Dr. 
Gatot Dwianto（右）。

1

2

電子機械等，此外TPM刻正致力發

展物聯網及綠色能源等新興科技，

主領產業未來發展之方向與中科園

區具有高同質性，雙方可就此面向

挖掘更多潛在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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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盧素璧 圖／蔡方琪

Pickathon起跑  各路英雄好漢來相挺
The 1st Pickathon Workshop in CTSP

Pickathonコンテスト初の説明会大成功

本
局 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 舉

辦「機器手臂 AI檢選競賽

（Pickathon）說明會」，由主任秘

書林梅 開啟序幕，活動現場吸引

來自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

學、交通大學、虎尾科大、勤益科

大、東海大學、聯合大學、嘉義大

學等教授、研究生與專家逾 130人

參加。

說明會首先由新漢公司介紹機器手

臂操控功能與檢選競賽規則，接著

由 nVIDIA講師針對 TX2人工智慧

開發套件簡介，該公司協理張智

偉更具體表示，參與本項說明會，

除了分享專業經驗外，也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同時也將與中科共同合

作，打造一座國際級的機器人自造

基地。最後由迪羅科技公司現場示

範說明機器手臂與 TX2兩者間整

合應用方法。

Pickathon競賽需具備跨領域整合

能力，包含控制工業用機器人能

力、影像處理能力及機器深度學習

運算能力。本局將於 107年舉辦

Pickathon機器人檢選競賽，透過本

次活動講師的專業說明，讓有意參

賽的教授及學生對此競賽有基本瞭

解；未來也將提供競賽設備包括教

育型工業用機器手臂及 nVIDIA最

新的 Jetson TX2，參賽者可提出申

請使用，學習如何操作手臂，再搭

配約半年的 AI及機器手臂教育訓

練，完成機器手臂結合影像的深度

學習，並預計在 107年第 4季舉辦

決賽，希望透過參賽者跨領域的合

作，帶動 AI機器人的自造風潮。

為促進智慧機械產業創意發展，本

局打造「中科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

自造基地」，107年持續加碼，將

透過基地設施及軟硬體優勢，吸引

更多 AI機器人相關 maker及優秀

人才，進駐基地發揮創意提升

自造能力，亦為智慧機械產

業提供經驗淬煉成長的精

實人力。

參與來賓與迪羅科技人員意見交流。

智慧夾爪透過鏡頭可辨識物件進

行正確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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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陳冠宏

賀本局陳冠宏榮獲

106年度優良勞動檢查員
Congrats! CTSP Technical Specialist Dr. Kuan-Hung Chen 
Elected 2017 Excellent Labor Inspector

おめでとう！CTSP管理局陳冠宏さんが2017年優秀労
働検査員を受賞

Congrats! CTSP Technical Specialist Dr. Kuan-Hung Chen 
Elected 2017 Excellent Labor Inspector

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106年度優良勞

動檢查員選拔作業」，筆者（上圖右）受

機關推薦參賽，從全國將近8百名的檢查員當中

脫穎而出，經過初審及複審，最後決選出29位優

良勞動檢查員，且於106年11月28日接受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鄒子廉表揚。

文、圖／營建組 蔡榮峯

科技部所屬機關齊心抗旱獲表揚
Minist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Honored for Outstanding Drought-
Fighting Performance

科技部所属機関が共に干ばつに対応

經
濟部水利署12月6日在中正紀

念堂中正演藝廳舉行「106

年齊心抗旱節水表揚大會」，由水

利署署長賴建信主持，頒發「齊

心抗旱節水獎」、「節水宣導大使

獎」、「節水績優獎」及「節水熱

心推動獎」，本局局長陳銘煌代表

科技部獲頒「齊心抗旱節水獎」。

106年初跨部會合作抗旱，科技部

所屬科學園區推動產業自主節水，

使得抗旱工作順利達成。本局在這

次抗旱期間積極配合，於中科網站

設置抗旱專區，宣導旱災資訊，更

透過節水輔導工作提升廠商用水效

率，讓每一滴水資源能更有效率的

使用。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代

表科技部獲頒「齊心抗旱

節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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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建管組 黃冠瑋

增設園區停車空間  提升便利度
More Parking Spaces Are Now Available in CTSP

パークの駐車スペースが増え、便利さもアップ

園
區隨著進駐廠商日益增加，

原提供中小企業廠商進駐的

標準廠房，因廠商營運規模及員工

人力大增，而造成周邊停車位不

足，為改善停車問題與提供更多停

車空間，本局近年來先後增設多處

停車空間：

台中園區標準廠房

民國103年至104年間，於標準廠

房陸續增設118格室外停車位（一

期標準廠房77格；二期標準廠房44

格），並開放水1用地部分空間供

臨時停車使用，並宣導廠商多利用

附近停1、停2停車場；另二期標準

廠房38號北側增加14格停車位專供

二期標準廠房廠商員工與訪客臨時

停車使用，已於106年11月30日完

成設置。

台中園區公共停車場

已完成改善鄰近科雅東路與通山路

口之停八停車場鋪面，提升停車舒

適度，提供汽車164格、機車121格

停車位，另開放科雅東路（科雅三

路至科雅五路間）部分路段路邊停

車，約110格自由停車位，舒緩臨

近標準廠房區域停車問題。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為配合中興新村提倡使用綠能減碳

交通工具，高等研究園區南核心區

「科學園區行動精靈2.0」 

APP QR code

已分別於文獻館對面、工研院前及

百佳泰公司前等三處，共設置約47

格自行車停車位。

本局為鼓勵園區從業人員多加利用

大眾運輸，亦商請台中市政府協助

協調台中市客運業者增加進入園區

班次，希望在有限空間內規劃停車

空間，同時提供多元交通方式，以

紓解標準廠房停車空間不足之情

形。有關園區內汽機車停車場位置

與停車位資訊，歡迎下載「科學

園區行動精靈2.0」行動應用APP查

詢。

台中園區停八停車場。

二期標準廠房停車空間。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南核心區新增自行車停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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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倉儲物流空間

中科儲運中心二期大樓動土典禮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Logistics Co., Ltd. Broke Ground for Its 2nd 

Phase Physical Distribution Center in Taichung Park 

中科物流センター二期ビルの起工式

文、圖／工商組 邱美祝

為
積極服務園區廠商，滿足園

區倉儲物流需求，中科國際

物流公司於12月13日舉行第二期儲

運大樓動土典禮。本局副局長施文

芳、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陳

依財及中科物流董事長陳銀海皆

出席，並有數十位來自園區廠商

代表及園區進出口報關、物流等

合作夥伴共襄盛舉，場面隆重熱

鬧。

第一期儲運大樓於民國97年6月

完工迄今，因園區蓬勃發展，倉

儲空間已不敷使用，第二期儲運

大樓將設立空調倉庫、恆溫倉庫

及冷藏倉庫，場內合計46個裝卸

貨車位，預計108年3月完工啟

用，屆時將可全面提升園區倉儲

物流的服務水準。

中科國際物流

本局施副局長致詞時表示，中科

106年進、出口額均分別較105年同

期成長，又105年園區營業額已達

5,074億元，預估106年營業額將再

創歷史新高。

陳董事長表示，當初中科

倉儲發展願景大家都不看

好，公司有獨特眼光，看

好未來，靠著公司同仁上

下一條心、共同努力，逐

漸站穩腳步，並穩定獲

利。在中科管理局大力支

持下，以及對未來發展的

信心，公司決定將投入超

過5億元經費，興建第二期

儲運大樓，以滿足園區客

戶的需求，為中科園區繁

榮而努力。動鏟貴賓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左四）、中科國際物流公司董事長陳銀海（右四）、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關務

長陳依財（右三）、臺中港務公司主任秘書鄭淑惠（左三）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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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於民國18年12月26日公布，並自20年7月1日起開始實施，

至今共歷經25次修正，主要是規範公司成立、運作以及組織解散

的法律規定。為因應新型態經濟發展模式之興起，創新事業之蓬勃

發展及經濟轉型之挑戰需求，公司法持續不斷地調整及修正，已於

106年12月送立法院審議，可望於今年完成立法程序。

公司法小檔案

Jan. 201814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文／工商組 洪新墉

三、增加企業經營彈性：增加獎勵

員工管道。公司業務執行機關

之彈性。提升有限公司經營彈

性與強化治理機制、促進無限

公司及兩合公司活化。促進公

司善盡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1. 明定企業社會責任（CSR）。

2. 放寬員工獎酬對象之範圍。

3. 員工限制型新股擬不限制於

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

四、 管理制度效率化與電子化：管
理制度之效率化。管理制度之

電子化。

1. 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

2. 公司得辦理外文公司名稱登

記。

3. 配合洗錢防制法，擬廢止發

行無記名股票，制定洗錢防

制調閱條款。

公司法在歷經多次小部分修改後，

這次終於要進行大修改，對於主管

機關、公司經營者或相關業者一定

感到非常興奮，而經濟部為使全國

企業與相關業者瞭解本次修法，北

中南舉辦多場公聽會，完整傾聽各

地方的聲音，並將反映問題一一回

應或列入修法目標，對於有400多

條的公司法來說，這次修法可說是

脫胎換骨，將以全新風貌迎接多元

經濟與新世代的考驗。

本
次公司法修正規模不同以

往，筆者整理歷年因小變動

而出現的條號複雜、限縮自治空間

等規範，為什麼要修公司法？因為

公司法太久沒好好檢視了，以致部

分法規不合時宜，在國際上也無法

持續競爭，主要修法原因如下：

1. 公司法係以大型公司為規範原

型，與台灣絕大部分公司均為中

小企業的現狀不盡相同。

2. 強行規定過多缺乏彈性，與國家

政策鼓勵創新創業有所衝突。

3. 允許公司自治的空間過於限縮，

有礙民間創意發揮與資源結合。

4. 學習經濟大國的投資環境與彈

性，跟上國際潮流。

四大修正目標與細節

一、友善創新及創業環境：將現行

閉鎖性公司中有利於新創事業

籌資與經營環境擴大適用對

象。維持閉鎖性公司章節並擴

大其彈性。便利企業籌措資

金。

1. 除有面額股外，將引進無面

額股。

2.在非公發公司下：（1）在資

本確定、不變、維持三原則

下，得擴大特別股的適用範

圍，將發行複數表決權等之

特別股。（2）股東得以書面

約定表決權拘束豐約或表決

權信託契約。

3.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取得彈

性。

4. 一般非公發公司得發行可轉

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二、 強化公司治理及提升股東權益：
健全董事、監察人權責與管理

制度，提升股東權益。

1. 增加編列財務報表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公司。

2. 董監人數之變更。

3. 股東會與董事會召集權限。

4. 股東會召集事由應列舉，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5. 董監改選，公司不得球員兼

裁判。

公司法變革趨勢講座
Lecture on Taiwan's Company Act Reform

会社法の変革トレン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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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毒化災研討會

▲

主講人：林永章組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沈嘉捷隊長／中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

主　題：探討毒化災應變注意事項及要領，若發生災害時可能產生的效

應、災害擴大因素及緊急應變與處理原則：災況現場、指揮及

評估災情、災害搶救及災後處置。為避免災害發生及擴大，應

定期強化、建置、完善及訓練應變程序，向各單位宣導確實配

合執行應變任務。另中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介紹包含事故

發生背景、化學品貯存位置、事故處理情形等實際案例分析：

初期應變、行動方案、環境偵測、保護行動、圍堵控制及善後

復原，最後提供專業建議予業者端進行改善。

06
DEC

文、圖／投資組 陳怡彥

聯
讚精密公司獨創分割

模仁技術，開發出

快速換模系統，以精準

的製造能力讓模具零件

皆能快速替換，延續模具的壽

命及生產價值。為因應用戶要求模具

生產周期縮短趨勢，致力提升模具設計、製造

和生產管理水準，目前已開發製造超過 600組以上的

可生產醫療器材模具。此外，該公司專注難度高、尺

寸要求極高關鍵零件製造，目前已開發可提供醫療耗

材射出成品零組件，包括血液透析導管產品、微創手

術零件、心臟導管、各式插入針、各式免針安全接頭

等。

聯讚精密公司獲准進駐中科後，未來將進行機構專利

申請並持續模具設計開發，輔以製程的自動化、智能

化來提升公司精實管理面，並藉由高精密、高度彈性

與低成本模具自製力，擴大朝其他醫療耗材，例如骨

釘、骨板、埋入射出、矽膠產品與關鍵零組件相關領

域發展，將有助提升台灣醫療產業的能見度。

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第38次審議委員會通過聯

讚精密股份有限公司進駐中科，投資金額為新

台幣1億元，主要研發製造醫療器材零組件模具

與醫療器材零組件，具快速自行開發與改善醫

療耗材技術，其模具產品、醫療零件與部品供

應國內外其他醫療器材公司使用。

聯讚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小檔案

醫材一條龍生產  聯讚精密好讚
A New Force at CTSP: THUMB UP PRECISION CORP., LTD.

パークに新たに一社増―聯讃精密

專注精密模具

無塵室射出廠房。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5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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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機密零外漏

康寧嚴謹警衛勤務觀摩
Learning from Corning's Stringent Security Measures

コーニング会社の警備業務及び出入管理業務見学

文、圖／園區同業公會 張鎮宇

康寧公司人員檢查哨嚴謹管制。

園
區公會安全聯防委員會與中

科管理局於106年12月19日在

台灣康寧公司共同舉行定期會議暨

「推行園區安全聯防績優單位」表

揚，並參觀該公司進出人員管制勤

務，促進園區各廠商交流學習。

營業秘密保護為公

司防護商業機密外

流的重要議題，許

多園區大廠都落實

嚴謹的防護措施，

購置先進的檢查設

備防止有心人士竊

取商業機密。台灣

康寧公司於人員出

入口設置檢查管理

哨，有如機場安檢

流程，設置高感度安全門及X光機

設備，杜絕管制品攜出；雖然實施

之初因為過於嚴謹的措施會耽誤人

員進出的時間，隱私權的疑慮，但

在公司政策支持，各部門主管配合

下，已能順利推行，也將人員進出

的不便降至最低。

106年度第2、3季推行安全聯防績

優單位的第一名由台積電公司獲

得，感謝其餘獲獎公司在園區安全

聯防項目做的努力。歲末年關將

近，尾牙餐會增多，也提醒廠商能

注意員工酒駕宣導，保護從業人員

安全。

園區公會專題演講  獨家風水招財術
ASIP Invited Feng Shui Expert to Reveal Tips for Attracting Wealth

財運を招く風水講座

文、圖／園區同業公會 陳冠呈

新
年新氣象！本次專題講座邀請林真邑老師以

「風水招財」為主題，吸引了眾多粉絲前來朝

聖，林老師以風水角度分享2018年運勢，並大方公開

個人招財秘技給大家。老師提供幾個招財小撇步：

1. 2018戊戌年屬土，衣服顏色多穿金色、水色（藍、

綠、黑）。

2. 記得把錢存在離家最近的銀行（財富才會靠近）。

3. 用陰陽水洗臉，可除穢化煞。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Jan. 2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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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自造者學校聯盟正式成軍

中科實中於106年12月1日辦理「中

部智慧機器人自造者學校聯盟」，

邀請鄰近公私立大學、高中職及國

中發起結合「產業－學校－大學研

究單位」，以人才發掘培養為目標

的智慧機器人學校策略合作機制與

運作平台。

聯盟成立當天特別舉行「AI機器人

所衝擊的時代」專業演講，並安排

本校國中部獲得2017世界機器人足

球組冠軍的張承翰同學示範樂高機

器人踢足球，另現場也展示開發功

能不同的機器人產品，包含台達電

公司的工業插件機器人手臂、臺北

市內湖高工資訊科開發的電腦下棋

機器人等，分享目前機器人產業在

學理、應用、競賽及娛樂等領域的

多元應用。

獎勵創新  教育服務再進化

本校校長林坤燦於106年8月1日到

任後，為提升同仁效率，激勵教職

員發揮專業精神於教學精進及教育

研究、行政效能精進及經營創新研

究，並鼓勵班級經營績效良好、盡

心奉獻於教育崗位之認真教師，依

據「行政服務創新」、「教師教學

創新」及「班營經營創新」等三項

要點，透過評選機制選拔106年度

優秀之行政人員及教師，提供創新

服務之典範。

就讀於中科實中

國中部八年級，

與衛道中學林亮君

兩人組成「台灣

熊讚Taiwan-Xiong-

Zan」，參加2017 

WRO（World Robot 

O l y m p i a d）世界

機器人大賽足球組一舉奪冠。從小

喜歡拆解各種電子或電器產品，並

成功組裝完成，展現逆向思考的天

分，恰巧與國小同學有共同興趣，

加上雙方父母的支持與鼓勵，第二

年參賽就有如此好成績，未來希望

有機會挑戰FRC機器人大賽，讓自

己的知識與技能再更進一步。

張承翰
小檔案

許嘉修老師辦理校內實在好鐵人活動。

崔逸華老師親師交流。

蔡亞倫老師親師交流。

行政服務創新獎：陳恕主任、巫

孟容主任、黃錦旋組長、趙薈榕

小姐。

積極參與各處室辦理之相關活

動，處理校內、外各工作溝通協

調能力強，深受同仁好評。並能

針對校務建議各項創新解決之方

案，增進校務行政效率。

教師教學創新獎：黃瑜靜老師、

施勇廷老師、何美諭老師、許嘉

修老師。

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用心設

計多元課程，給予學生參與的機

會，鼓勵學生手腦並用，引起學

生強烈的學習慾望，深受學生喜

愛。 班級經營創新獎：崔逸華老

師、李淑萍老師、蔡亞倫老

師、林瑞馳老師。

極具愛心及耐心，言教及身教

並重，以身作則，視學生如

子，重視個別差異和學生輔

導，關心學生平時的生活需求

及品格發展，真心付出大愛無

私。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7

實中服務創新  教學創意 
NEHS@CTSP Presents Three Innovative Awards to Excellent Teachers & 
Administrators

CTSP実験高校のイノベーション教育とサービス

文、圖／中科實中 邱奕君、楊貽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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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園區喬木賞花地圖
Discover CTSP: Guide Map of Flowers & Plants in 
Taichung Park

CTSPのお花見マップ

文／營建組 蔡榮峯 圖／川磊彩色印刷設計、陳大明

中
科台中園區從民國92年初開

發至今已歷經14年，在這期

間園區地景有了巨大的改變，蔗田

荒陌被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廠房，

搭配大面積綠地、公園，打造了一

座科技與綠色方舟。這裡的一草一

木都具有獨特的價值與特色，因此

本局106年特地將園區內主要喬木

的分布、花期、花色進行總整理，

來年讓我們帶著這份地圖賞花去。

植栽嚴選  歡迎小動物 long stay

台中園區綠地及公園植物種類皆選

擇具有綠化、季節變化性及容易維

護之植物，包括上層大型喬木、中

層小型灌木，地面並密植草本植

物，形成混生複層植被之良好綠地

環境。植栽種類上特別選擇誘鳥植

物及蜜源植物，以營造適合動物棲

息環境。台中園區植栽種類及配置

方面，除少數因應造景需求採用外

來種加以點綴外，皆選用適合當地

環境之台灣原生植物為主。整體規

劃上強化維護公園綠地、滯洪池及

其周邊綠地之生態功能，創造及維

護生物繁殖棲息之優良環境。

十字綠軸無限延伸  大綠地

在使用這份賞花地圖之前，必須要

介紹園區的地景架構，台中園區採

十字型綠軸－40公尺寬的南北向科

雅路和60公尺寬的東西向中科路共

構出東西南北的交通網絡。科雅路

以台灣原生樹種苦楝為主，為台灣

中低海拔丘陵優勢的代表性植物，

中科路則選盾柱木與楓香。十字型

綠軸整合鄰近數個公園、滯洪池等

開放空間，營塑出全區活動集中於

南北軸線的整體感，同時利用重要

路口的建築特色或景觀設計形成景

觀節點，創造綠軸上豐富多樣的視

覺風貌。園區公園由北而南分別為

橫山公園、通山公園、林厝公園、

水堀頭公園、東大公園，每座公園

皆有超過數十種以上喬木，包括苦

楝、羊蹄甲、阿勃勒、潺槁、相思

樹、鳳凰木、緬梔、瓊崖海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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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節
都有不一樣的
植物生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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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欒樹、魯花樹、水黃皮、九芎、

欖仁樹、黃金風鈴木、大葉合歡、

烏桕、水柳等。

園區內每棵樹木都有它獨特的特

色，無論春、夏、秋、冬，在每一

個季節演繹著生命的本質，有粉、

有黃、有紅、有白，且跟著這份地

圖細細品味園區花開的浪漫。

木棉花

掃一下即可瀏覽地圖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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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腳丫十年騎跡遍全台
10th Anniversary of CTSP Bike Club

赤足サイクルクラブが結成十周年

文‧圖／建管組 江沛岑、黃冠瑋

紅腳丫攜家帶眷日月潭一騎環潭趣！

107年將請陳志達擔

任副社長，未來將帶

領大家奔馳在139、田中等彰化單車聖地及

私家景點；也請黃冠瑋擔任總幹事，協助處

理各次活動規劃及連繫工作；未來紅腳丫也

會持續規劃適合老中青三代各項活動，請各

位社員繼續支持、踴躍參加。目前已初步完

成明年第一次活動規劃，預計前往后里園區

崴立機電賞櫻之旅，並由園區樹木守護者－

蔡紹斌科長，為同仁進行全程導覽解說，希

望有興趣的同仁屆時踴躍報名參加。

紅
腳丫自民國97年創社以來，

不覺已過10年，回首過去創

社的歷程，歷任社長帶領社員們騎

遍台灣每一個角落，更一一征服大

大小小賽事，飽覽寶島各地美麗景

色，花東、新竹、墾丁、日月潭

等，從台灣頭到台灣尾，豐富了大

家的閱歷並增添生活色彩。

11/25日月潭一騎環湖趴趴ＧＯ

秋天是最適合騎車的季節，紅腳丫

每年都會安排騎乘世界級美景路線

─日月潭自行車道，邀請社員們攜

家帶眷一同參與，讓紅腳丫在工作

之餘也能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與

家人享受難得家庭日，並且放慢腳

步傾聽大自然的聲音，沐浴在這美

好的風景裡。

12/15社長交接與傳承

新任社長由紅腳丫一哥林建國接

任，今年的社長交接別具意義，除

了承接10年的棒子外，更要開拓未

來10年光景，會場上播放著紅腳丫

10年來的活動剪影，在歡笑聲中欣

賞著每位社員所留下的美麗騎跡，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良言期許下，紅

腳丫要號召更多社員，將社團精神

永續傳承下去。希望社員在未來的

一年中，能將收穫分享給更多人，

在公務閒暇之餘多到戶外走走，不

僅提升生活樂趣與充實人生，更能

賺到身體健康！

林建國
社長的話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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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噹  中科繽紛耶誕風
A Very Merry Christmas in CTSP!

CTSPのクリスマスデコレーション

文、圖／營建組 蔡榮峯

聖誕角色（聖誕老人、麋鹿等），

讓整座花台有如大蛋糕般，華麗而

豐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為了迎接新的一年，本季草花重點

將沿著管理局大樓前方水池步道旁

以及員工診所周邊栽種四季秋海

棠，秋海棠的花色有小而細緻，

有白、粉、紅。位於科雅路與科雅

一路口的葉形花台、幸運草花台則

栽種矮牽牛。沿著科雅一路的人行

道旁，植栽則以太陽鳳仙、四季海

棠、情人菊三種草花相互搭配。

另外加映夜間燈光秀，除了白天的

草花亮點之外，晚上則在帆船水塔

處，沿著建築外觀的弧線，勾勒出

色彩變化的燈光效果，讓夜晚多了

點浪漫的氛圍。每天在園區忙碌一

整天，路過時別忘了停下腳步，拿

起手機捕捉這季節限定的景緻。

歲
末年終，園區到處充滿耶誕

節與新年歡樂的氣息，本局

今年也不例外，為管理局大樓門面

增添應景巧思，整體設計以簡約素

材（樹木枯枝、卵石）、回收再利

用材料（白色空盆）與盆栽進行搭

配。大門入口兩側透過高低層次的

聖誕紅堆疊，創造出色彩強烈的立

體聖誕樹造型，並將園區修剪後的

枯枝收集，鋪設在白色鵝卵石上，

再配上白色空盆以及白雪木，營造

冬季初雪浪漫的小場景。沿著大門

兩側弧形花台及大圓花台亦採用紅

色系草花為主－一串紅與一串紫兩

種花卉，一串串大紅大紫的花朵，

也象徵來年園區運勢能一路長紅。

為了使戶外空間能更加活潑，特別

在花台上裝飾了小風車與卡通造型

園區之美

台中園區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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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人品格建構大器校園

訪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
CTSP Exclusive Interview: Kun-Tsan Lin, Principal of NEHS@CTSP

CTSP実験高校校長林坤燦のインタービュー

文／投資組 楊素琴　圖／蔡方琪

焦點人物

林坤燦 專訪

從
民國106年8月自南科實中調

任中科實中後，林校長延續

多年的習慣，每天第一個到學校，

這是對自我的要求，數十年如一

日。

林校長教學及行政經驗豐富，曾任

教於國立台中二中、原國立大里高

中（現興大附中），99年至106年

擔任南科實驗高級中學校長，這次

選擇返鄉服務，期盼能帶領中科實

中「展能、活力、國際化」，以全

人品格發展，並提出「三大」胸襟

與氣度，三大是：大樓－典範生態

建築、大師－熱忱專業人師、大器

－國際大器人才。在獲得雙鑽石綠

建築的校園中，有這麼一群專業且

具有服務熱忱的大師級教師指導

下，必能教育出國際頂尖人才。

同樣來自科學園區的實驗高中，林

校長坦言，因為中科實中成立較

晚，行政資源明顯不足，目前國

中部尚無行政職員人力，需由高

中部人力來支援；同時為鼓勵行政

人員及教師能在各專業領域發揮所

長，林校長到任後特別祭出獎勵創

新服務評選機制，希望藉此激勵同

仁，提高士氣與效率。另外林校長

也正努力提升教學滿意度，以問卷

方式並結合大數據，做好評估計畫

PDCA，加上主動與國內外學校交

流；只要學校好，學生自然會來。

林校長休假的時候喜歡閱讀，他提

到讀書是最快改變社經地位的方

式，要有宏觀國際視野，語言訓練

很重要，但也要培養人文藝術氣

息，因此，實中在10月底成立了

管絃樂團，原因是今年高一新生有

五個是安和國中音樂班畢業，而學

校就是要為學生創造舞台，給學生

能夠有表演的機會；另外為了照顧

學生，林校長也將在校內設置便利

商店，提供簡單健康的食物，如牛

奶、包子、麵包、關東煮等。

「機會是自己給自己的，改變從自

己做起；態度很重要，掌握選擇的

自由；覺醒要靠自己。」林校長表

示做任何事都要有熱情，念茲在

茲，必有所成。對面教育現況，以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勉勵自己和所有同仁，有願就有

力，期盼實中在過去所有同仁努力

建立的良好基礎上，很快形成自己

獨特優良學風，成為中部地區莘莘

學子心目中的第一志願學府。

學歷

國立高雄師大英語系

國立彰化師大教育研究所學校行政碩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所）博士

經歷

民國75~89年台中二中教師、主任

民國89~99年國立大里高中主任

民國99~106年國立南科實中校長

林坤燦校長小檔案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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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快遞 Life News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3

園區公會中部園區辦事處

107年 1-4月份教育訓練課程

諮詢專線：04-25608827

勞安課程：張先生 分機352

其他相關課程：王小姐 分機332

親洽：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7樓

（中科管理局工商大樓7樓）

園區公會網站：

http://www.asip.org.tw／教育訓練／中科

  ∼歡迎來電洽詢∼

◆ 一般衛生安全教育 6小時 (含營造業 )課程
月 份 日  期 月 份 日   期

1月 3、10、24、31 2月  7、27（二）

3月 7、14、21、28 4月 11、18、25

〈若有加開班、取消開班，以網站公布為準，原則上為周三上課〉

◆ 經營管理系列課程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Excel精修課程—全面掌握 Excel實務精華（14H） 1/16、23（二）

經理人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24H） 3/8-3/24（四）

存貨管理與呆滯料分析處理實務（附贈 存貨管理內部
控制評量表）

3/16（五）

南進政策與貿易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東協十國或兩岸三地貿易金流操作實務）
3/23（五）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各項書表、調節表填寫以及注

意事項
4/12（四）

◆ 107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證照課程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保稅業務人員講習班 預計 4/23（一）、4/24（二）、4/25（三）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星際異攻隊2

◎ 放映時間  107/1/10（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冒險、動作
◎ 片長  2小時17分

輔

 星爵」彼得奎爾和他的怪咖團隊繼續展開充滿火爆動作、桀傲不馴的

壯闊太空冒險。上回拯救柴達星之後，他們聲名大噪，成了銀河系

熱門人物，一方面收取佣金，同時以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捍衛宇宙和平。

在「勁爆舞曲大帝國第二集」的歌聲中，本片的故事描述星際異攻隊在努

力維繫他們這個新「家庭」之餘，同時也在廣闊的宇宙中四處飛行，希望

解開彼得奎爾的身世之謎。隨著漫威電影宇宙持續擴大，舊敵人成了新盟

友，甚至是經典漫畫中最受粉絲喜愛的人物也會加入陣容，奧援片中英雄

的刺激任務。

「

CTSP1N23.indd   23 2018/1/3   下午8:22



Jan. 201824

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賴美蓉教授（前排左五）

率隊參訪，本局副局長施文芳（前排右三）接待。

台灣樫山董事長加藤英一（前排左三）率日本長野高校參訪，本局副局長許茂新

（前排左二）接待。

美國在臺協會經濟組

組長 Jeff Horwitz（右

二）與資深研究員方

耀（右一）參訪，本

局局長陳銘煌（左二）

接待。

河南省工業與信息化

委員會副主任李濤

（右七）率團參訪，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

（左六）接待。

台灣安川福永達也總經理（右）

拜訪本局局長陳銘煌（左）。

11/28 12/111/27 12/20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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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印尼艾爾朗加大學國際長

Dr. Ni Nyoman Tri Puspaningsih

（左七）率隊參訪，本局主任

秘書林梅綉（左八）接待。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六）率主

任秘書林梅綉（右五）等人拜

會台灣美光董事長徐國晉（左

五），說明該公司反映事項辦

理情形。

四川省中江縣委員會常委周勇（前排右二）率

領中江經貿團參訪，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前排

左二）接待。

12/25 12/25 12/2612/22 12/28

重慶市人民政府台灣事

務辦公室處長劉建南

（前排右五）率團參訪，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

左七）接待。

雲南省科學技術廳副廳長

王學勤（左三）率隊參

訪，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

（右三）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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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組  蔡方琪  圖／陳大明
黃尾鴝園區鳥蹤之

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黃尾鴝小檔案

學名： Phoenicurus auroreus

特性：雄鳥從頭頂到後頸為銀灰色，前頭、頭側、後頸灰白色，額、

臉、喉和體背呈黑色，胸腹部是橘紅色，尾羽紅褐色，翼上有一個明

顯的白斑。雌鳥的全身為灰褐色，翼上也有白斑。因為容易被深色汽

車的車體反光、或汽機車照後鏡的鏡面影像所迷惑，以為是另一隻黃

尾鴝入侵，而展開攻擊。
拍攝地點：台中園區東大公園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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