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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獲頒台灣企業永續報告書白金獎（左

為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

又新，右為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

文、圖／環安組　吳憶伶

最高榮譽！
榮獲 TCSA 台灣企業
永續白金獎！
Congrats! CTSP’s CSR Reportage Wins 
TCSA Platinum Award
CTSP が 2020TCSA 白金賞を受賞

中
科管理局永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CSR）榮獲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評選之 2020 年台灣企

業永續獎最高榮譽 - 白金獎之殊榮，且為政府、NGO

類別唯一榮獲白金獎之單位，管理局持續精進永續作

為，繼 2 度獲得報告書金獎後，再度榮獲白金獎，深

獲外部單位對其落實永續經營、友善環境及公益社會

之肯定與鼓勵，未來將持續以永續發展精神並順應全

球趨勢，兼顧經濟、環境及社會，打造永續科學園區

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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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與環境永續並重　17 年來始終如一　　

中科已創立 17 年，是台灣最年輕的科學園區，在產業

激烈競爭的嚴峻環境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

經濟景氣，依然創造高經濟成長，營業額目標由原訂

8,600 億元上修至 9,000 億元，再創新高紀錄。同時兼

顧環境與社會的永續，一直是中科管理局努力的方向，

透過多元溝通管道，使利害關係人暸解中科在經濟、

環境、社會策略規劃與永續作為。

　　

為能落實社會責任持續發行《永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

書》，並為順應全球趨勢，與世界接軌及對

話，於 CSR 報告書中揭露中科應用自身核

心能力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

(SDGs)」之其中 15 項目標相關作為，善

盡地球村成員之責。未來除了積極應用

自身核心能力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 (SDGs)」和「台灣永續發展 18 項目

標」；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風險，中

科以滾動式檢討各面項潛在威脅，積極

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營運挑戰與機會。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科管理局辦理「永

續論壇暨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績優

單位表揚與技術分享會」，邀請英國

標準協會 BSI 協理洪詩嵐授證 CSR 報告書查證聲明書，

並邀請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

新分享「面對氣候風險 - 掌握永續契機」。

未來中科管理局將持續驅動中台灣高科技發展，讓所

有進駐中科之園區事業永續發展，並積極面對各種可

能的外部風險，期望能共同攜手園區事業持續朝向「智

慧中科、創新驅動、低碳園區、區域共榮」目標邁進，

形塑兼具園區發展與產業創新變革永續並進的示範園

區，打造永續生態環境，成為綠色科學園區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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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署為鼓勵企業推動環境保護

設立「國家企業環保獎」，以

促進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為目的，並藉

由參選來挑戰及探索自我，是企業推

動環保最高榮譽的獎項，2020 年 11

月 19 日台灣美光公司及中欣行代操

作之后里污水廠於總統府晉見總統蔡

英文，蔡總統肯定得獎企業長期對環

保工作投注的心力，並由環保署署長

張子敬親自頒獎表揚，肯定在環境管

理、能源和資源方面的節用，以及在

污染防治績效和積極環境保護的努力

付出。

總統蔡英文（前排中）與台灣美光處長朱建華（第四排左一）、中欣行總經理林舜宏（第二排左一）

及第二屆國家企業環保獎獲獎企業代表合影。

用最高標準推動企業永續發展－台灣美光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連續兩年榮獲環保署

「國家企業環保獎」銀級獎殊榮。台灣美光秉持著企

業永續發展及與維護環境品質的承諾，積極推動各項

環保工作改善與精進，例如：

持續推動製程節能減碳工作，在辦公棟頂樓設置太陽

能板、進行製程區外氣空調箱改善、提升組合空調箱

運轉，總投資金額超過 2.3 億，於 2019 年節電改善效

益達 1224.8 萬度，約為 16 座大安森林公園年碳吸收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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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的第一線守護者－中欣行

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目前委由中欣行股

份有限公司代操作，中欣行本著品質超群、環境常綠

與安衛零災之經營理念，同時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針對污染減量、節能減碳及環境教育三

大策略面向訂定短、中及長程目標，執行園區污水下

水道系統營運管理工作，是環境保護的第一線守護者。

后里污水廠在能資源節用方面，透過回收水再利用、

大動力設備變頻優化調整、操作小型水力發電機、設

置太陽能光電系統、每日查核加藥量並於重點廠商設

置即時水質監測設施等優化操作經營模式，節水、節

電及節藥成效分別達 28.1%、4.65% 及 31.5%，以減少

不必要資源浪費。

環境管理相關認證及第三方驗證方面，后里污水廠亦

取得碳標籤、碳足跡、水足跡及溫室氣體盤查等多項

驗證及標章，同時為中科轄下第一座取得環保署檢驗

機構許可認證 ( 共 31 項檢驗方法 ) 及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 實驗室雙認證之污水廠，且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並於今年度通過評鑑取得合格級證書。

園區廠商及污水廠持續精進環保作為，以穩健負責任

之經營態度，獲得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肯定，將持續

致力提升環保及營運績效，推動及落實對環境、企業

雙贏的各項環保作為。

推動源頭節水、後端廢水再利用，從源頭進行機台用

水量改善，降低水資源耗用，整體改善達到單位產品

製程用水量降低 26%、製程用水回收率超過 88% 之成

效。美光台中二廠更獲得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績優

單位產業組甲等，總計 2019 年節水改善實際成效節省

用水 929,052 噸 / 年。 　　

推動低碳運輸、鄰里共享，為鼓勵同仁上下班通勤或

來往各廠區間搭乘大眾運輸，台灣美光除了設置多條

路線的交通車、及台中一廠與二廠之跨省道行人天橋

外，更在 2019 年出資 200 萬，規劃設置 I-Bike，並於

2020 年設置啟用後，轉贈台中市政府，以提升當地交

通基礎設施及交通便利性，促進減碳運輸之效益。

在廢棄物減量方面，成立跨單位、跨功能之廢棄物減

量小組，建置廢棄物減量模式，從源頭減量、完善分

流，並增加廢 IPA 及廢硫酸廠內循環再利用，廢棄物

廠內再利用量達 2800 噸。2019 年每單位產品廢棄物

降低至 22%、有害廢棄物降低 22%、一般事業廢棄物

降低 10%。

2019 年起台灣美光認養大安區海岸線一公里，由台灣

美光董事長與台中市環保局局長公開簽署認養契約，

在福利委員會支持下辦理親子淨灘活動，總計參與人

數超過 400 人，並在短短一個上午清理出 1.1 公噸海

洋廢棄物。在 2020 年持續簽署海岸線認養計畫及辦理

海洋維護行動外，增加認養台中市空品淨化區 - 台中

市后里環保公園，並在認養期間進行定期巡檢及志工

整理服務活動。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中欣行代操之中科后里園區污水廠



6

要聞 NEWS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中科攜手 19 家生技醫材廠商參加
2020 台灣醫療科技展
CTSP Accompanies 19 Biomedical Enterprises to Join 2020
Healthcare+ Expo, Taiwan

2020 Healthcare Expo Taiwan -CTSP 入居企業が 19 社参加

國
內最大醫療科技展 「2020 台灣醫療科技展」於 2020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

在南港展覽館一館盛大展出，中科管理局結合 11 家執行生醫計畫廠商於

「中科生醫產業創新館」辦理聯展；另有友達光電、上銀科技、達運精密、台

達電子、善德生化科技、瑞基海洋、藥華醫藥、芮生生醫等 8 家中科園區廠商

設攤參展，展現精準健康、微創手術醫材、智慧輔具與其他醫材產品等領域頂

尖技術與製造能量。

開幕當日大會主席總統蔡英文在致詞時強調，將加強推動健康產業數位轉型及

掌握關鍵原料跟核心零件兩項工作，包括相關檢測科技、醫療設備、疫苗及原

料藥等都要確保供應無虞，以支撐生醫產業的發展。

科技部部長吳政忠（前右五）、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前右四）

與參展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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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表示，中科自 2019 年開始推動

「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積極協助生技

醫材產業擴展市場及參與國內外展覽活動，串接精密

機械與光電產業，整合自動控制、機械設計、光電量

測、智慧機器人等技術專業領域，積極引進智慧醫療

及生醫產業，鏈結台中榮總、亞大附醫、彰化秀傳、

中國附醫等知名臨床機構及研發訓練中心，提升國內

自行研發製造高階智慧輔具、生理感測系統、微創手

術醫材等精準健康與健康照護領域的技術發展。

各家廠商發揮所長　展示最新醫療科技

「中科生醫產業創新館」11 家執行生醫計畫廠商，包

括福寶科技自主開發的「FREE Walk」外骨骼輔具機器

人、醫百開發「雷帝納」微創手術導航系統、承鋆「拉

斯科」內視鏡 3D/4K 影像錄影系統、久方無線超音波

止血手術刀、聯合骨科全髖植入物手術導引系統及各

式骨材等由臨床未竟之需求衍生的高階醫材產品、合

盈光電因應防疫隔離病房需求所開發應用之 Ezcaring

易照護系統、開啟基因 iCatcher 自動化循環游離腫瘤

核酸純化儀、萊弗斯基因 QLoci md1000 全自動多重數

位定量核酸分析系統、方策科技開發免打結可吸收外

科手術縫線與義乳推進器、聯讚精密的高壓三通閥、

碩晨生醫超潔淨多功能醫用 PVA 泡棉等高端醫材產品

等，一站式全體驗方式呈現中部地區最新醫療高科技

產品，其中福寶科技及萊弗斯基因獲得 2020 年國家創

新獎及承鋆生醫獲得 2020 年國家精品獎。

近年中科管理局積極匯集中部地區頂尖生技醫材產

業，鼓勵廠商投入產品研發與設計製造，憑藉快速整

合的產業利基優勢，引領帶動中台灣生技醫材產業聚

落發展，藉由鼓勵廠商自主研發與製造，展現科技產

業廠商堅強的研發實力，也開啟生醫相關產業鏈的新

商機。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右四）與芮生生醫科技團隊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左二）至藥華公司攤位瞭解產品行銷歐美日韓

等國家

瑞基海洋公司介紹

covid 19 快速核酸檢

測設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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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技術應用已成為躋身國際大廠重要條件，但由於

廠商難以全面性的評估導入時間點、應用技術、製程站點導入效益、

人力與資源投入等面向，較無法應用 AI 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技術。為協助

園區廠商導向 AI 智慧製造發展，中科管理局特別委託工研院辦理「提升中

科園區產業 AI 化－智慧製造技術應用計畫」，針對園區重點產業，分別以

8 大面向盤點廠商 AI 技術需求及應用成熟度，透過訪廠實際瞭解技術痛點、

補強關鍵技術，解決產業問題。另外再透過籌設產學研專家平台，依製程

弱點進行技術分析，建構示範案例並導入至不同產業進行驗證。再以平台

技術媒合技術與專家能量，使技術能量可進行模組化移轉，以利複製擴散。

園
區
廠
商
智
慧
轉
型

技
術
方
案
應
用
成
果—

A
O
I

類

C
TSP A

ssists the Com
panies to A

pply A
utom

ated O
ptical 

Inspection Technology for Sm
art Transform

ation

AI

に
よ
る
自
動
光
学
検
査
（AO

I)

類
技
術
革
新

文
／
投
資
組
　
張
晏
嘉

「多重特徵影像檢測」應用方案

「多重特徵影像檢測」技術為擷取物件多重影像特徵進行影像檢測，以提

升檢測率。近年來深度學習技術在影像辨識上有重大的突破，其成功要素

在於利用極大量的訓練資料來訓練極多層的類神經網路，使其具有從資料

中自動學習出特徵以及優異的辨識分類能力。　　

此應用方案由兩家廠商協助驗證，其一廠商目前有 6 位檢查員在設置的四

個檢查站中，人工目檢每月生產約 3 ～ 4 萬套相機模組，良率達 99% 的外

觀瑕疵檢測，相當耗費人力。本案技術可先針對相機模組 PCB 中的人工焊

點進行 AI 瑕疵檢測驗證，以驗證 AI 在場域應用的可行性，並使用 AI 學習瑕

疵及正常的樣本，以判別焊點是否有瑕疵。

此項方案主要是運用自主研發的深度學習分支網路架構（Deeply-Fused 

Branchy Networks，DFBN）來學習焊點瑕疵，並經由相機模組 PCB 中的人工

焊點進行 AI 瑕疵檢測驗證，可達到漏檢率 / 誤報率為 0.5%/0.03% 的高準確

率，預期未來正式導入場域，將可有校減少人工目檢量。　

應用於相機模組焊點瑕疵檢測，減輕人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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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廠商針對包裝外盒或說明書，由人工處理出血、

拼板、轉檔、印刷輸出等多項程序，並透過人工針對

各國文字及不同圖樣進行目檢，中文字版本平均需時

約 5 分鐘 / 份，若為外文字版本則最高需時達到 15 分

鐘 / 份，相當費力、耗時且易有疏漏的執行程序。　

此項開發人工檢測輔助對稿系統，乃是透過機器視覺

等影像處理功能，協助人工進行對稿作業，可自動針

對圖檔進行縮放、旋轉、對齊及比對作業，快速找出

與原始文件不一致之位置，有效協助人工進行檢測，

應付不同國家之文字，並防止語語不通問題，同時降

低人工疲勞導致之疏漏問題。

「關鍵特徵空間影像導引」應用方案

影像應用是最廣泛於 AI 導入之一方式，可廣泛應用於

監視器畫面，以減少大量人力與時間監看。「關鍵特

徵空間影像導引」技術在影像檢測後，擷取物件多重

影像特徵，搭配適合的相關人工智慧，以進行影像分

類，提升影像分類率。　

上偵測時可以即時偵測不合規範的行為，並且立即在

現場糾正。

驗證成果為異常行為全數皆可正確偵測，達到零誤放

的目標水準，假警報率僅 9.3%，表示 AI 模型沒有學過

的所有的異常行為皆可以偵測出來，未來若導入線上

系統，不僅大幅降低盯監視畫面的工時，更可於第一

時間至違規現場進行行為糾正，降低產線受到汙染的

風險。

「混合人工智慧分類」應用方案

「混合人工智慧分類」技術採用方案為代理孕母模型，

可建構出欲最佳化的參數對最佳化目標的反應曲面，

是一泛用型的最佳化演算法，此技術另外定義視覺感

官的最大概似函數，用以描述 Standard 圖像與不同調

光參數設定下，機台拍照出來的圖像之相似度，也可

以泛用在不同 AOI 機台上的調光參數最佳化問題。　

應用於半導體檢測，減少人眼誤判此驗證廠商使用攝影機監視廠內人員的作業行為，以

監視員工是否正常通過三叉機安全防護規定，而在取

得影像中，99% 人員依照規範正確通過，但違規方式

千奇百怪層出不窮，難以全部收集後再建立偵測模型。

反之，最有機會建立的是合乎規範正常通過的行為模

型，藉此一方面優化對於穿無塵服作業員的物件偵測

AI 模型，二來從偵測到的無塵服作業員圖像擷取空間

特徵參數，設計並建立「正常行為軌跡模型」，於線

半導體產業中，使用 AOI 作為檢測工具最為常見，本

案驗證廠商使用的工具會隨著光源的衰退造成檢驗品

質下滑，因此如何調整光源設定維持取像品質就為此

次 AI 的解決項目，本次藉由各工程師的經驗調整光源

參數設計出「感官概似目標式」，後續即可透過「反

應曲面模組」為每張標準影像推薦合適的調控光源參

數，減少人眼誤判及達成最佳設定。

應用於機器視覺影像處理，協助文字校稿檢測

違規抓的住！強化出入口異常影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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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中科新創尖兵好 Young
FITI 囊括三座創業傑出獎
FITI Teams of CTSP Win Three Entrepreneurship Awards!

FITI（革新創業激励計画）-CTSP の 3 チームが優秀賞を受賞

中
科管理局輔導 25 組新創團隊勇

闖科技部 2020 年「創新創業激

勵（FITI）計畫」第二梯次競賽，8 組

順利挺進最終 10 強，於 11 月 27 日頒

獎典禮遞出亮眼成績單。「AIDirect」、

「碲造生機」與「品醫生技」等 3 團

隊均拿下「創業傑出獎」，各奪得 200

萬 元 創 業 獎 金， 另 有「KOLpower」、

「ActuaViz」、「 諾 克 琳 」、「BMV」 及

「MosAuto」等 5 團隊獲得「創業潛力獎」，

各抱回 25 萬元創業獎金，於領獎時均表達對中

科的感謝，佳績耀眼傲視全場。　　

近年透過提供創業場域，業師客製化輔導商業模式規

劃、資金媒合、鏈結產業、市場拓銷等方式，挹注新

創團隊創業初期所需養分，許新創團隊一個踏實、美

好未來的同時，也希望藉由創新驅動產業翻新，以大

帶小、舊扶新的相互包容，永續發展園區，具體落實

政府擘劃之「創新．包容．永續」願景。　　

中科管理局副局長施文芳 （前排中）與中科得

獎團隊合影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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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輔導新創團隊能量厚實，今年已協助媒合

2019 年 FITI 團隊「傾心陪玩」（現已更名「光速電競」)

入選中華電信 5G 加速器計畫及其他 FITI 團隊募資約

5,600 萬元、輔導 5 團隊入選戰國策創新創業競賽，有

4 隊晉級決賽獲獎、所輔導的 2020 年 FITI 團隊圖靈鏈

日前也在資策會與 20 間教育機構共組臺灣學習履歷聯

盟，搶推區塊鏈畢業證書。另辦理 10 場次以上的媒合

會、座談會及失敗者聯盟交流會，並帶領團隊參訪內

湖育成 -t.Hub 及林口新創園區等，以多元、跨域交流

方式，為新創創業匯聚新機運。

為激發並孕育新創團隊，透過校園宣導訪視與介接科

技部研究計畫的學研團隊，協助將其創意轉化為可行

商業營運模式，再由中科加速器持續輔導育成，進而

扎根茁壯成科學事業，系統化打造以新創科技帶動產

業翻新，創新園區格局的產業生態鏈。期許以此協助

更多有潛力的新創事業累積最佳創業新能量，成為新

創團隊邁向成功的最佳推手。

「AIDirect」團隊以結合 AI 演算推估補牙樹脂顏色及牙

齒形狀，推出無痛快速低成本「微矯正」美學修復技

術，瞄準醫美市場。團隊特別表達對中科於培訓期間

給予支持與協助。「碲造生機」研發出較現行臨床用

藥具更好的治療效果，不具抗藥性的抗生素。「品醫

生技」免取骨，更快癒合、具支撐性的 3D 陶瓷骨材。

他們緊握獎座的同時，均不忘感謝中科所提供的輔導

協助。　　

「KOLpower」運用語音及影像辨視技術，將原本人工

剪輯方法 AI 數據化，達到自動剪輯精準度。「ActuaViz」

透過「視覺化」與「彈性模型結構」精算保險，啟動

精算軟體的現代革命。「諾克琳」在疫情時代，研發

出強效抗菌、高度安全、無皮膚刺激性的胜肽抗菌劑。

「BMV」利用農藥其化學結構具有的螢光特性，開發

出農藥殘快篩螢光影像偵測系統。「MosAuto」利用合

法生物製劑製造絕育公蚊，使其與母蚊交配所產下的

卵無法孵化，消滅病媒蚊。團隊均表示中科提供的多

面向的輔導資源使團隊受益良多。

宏碁集團創辦人兼榮譽董事長施振榮（左一）、

前瞻司司長陳國樑（右一）與創業傑出獎得獎團

隊 AIDirect 合影。

Innovation

Technology

Business



12

要聞 NEWS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中
部科學園區不只是中台灣高科技產業重鎮，同時

也是業界和學界之間的橋樑，培養人才也提供許

多的就業機會。2020 年 12 月 12 日，逢甲大學商碩班

的翁慈青博士與林哲彥博士和學生們一同來參訪並瞭

解中科如何鏈結廠商以及學研機構 。

當天局長許茂新陪同貴賓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並認識基地每個場域的規劃、作用以及舉辦的活動

和課程等等。基地的各場域都有提供相關的課程，課

文、圖／投資組　陳政佑

產學鏈結 逢甲商碩參訪中科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CU Pay a Visit to CTSP

産学連携 - 私立逢甲大学商学大学院生の CTSP 見学

程衍伸出的不只是新創的產品，也有文創的商品，兼

具力與美以及傳遞文化特色。例如鑰匙圈、人臉雕刻

吊飾、獎杯和公仔等等。以及和機器人對戰的空氣曲

棍球和機器人泡的咖啡等等，都讓貴賓們更進一步地

了解 AI 科技應用發展的概況。

此外，自造基地和逢甲大學之間的關係早已相當密切。

為了讓逢甲大學的學生能更認識 AI 機器人相關知識，

中科結合逢甲大學通識中心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以暑期營隊的方式讓學生們參與跨領域的 AI 機器人

虛實整合創新競賽，不僅可以學習團隊的精神、機器

人相關知識，更有機會去認識機器人相關零組件廠商

進而展現鏈結學研機構和產業的特色。過程中更有學

生提到這樣的體驗讓他收穫豐富，不只動手也動腦，

特別的經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致詞歡迎逢甲商碩班來訪

AI 機器人展現沖泡咖啡

的拉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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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漢機械 1993 年成立於彰化花壇鄉，是世界知名的液壓螺紋插裝閥、油路

板及小型動力單元的製造商，更是國際領先的動力單元和液壓螺紋插裝

閥的設計及製造商，其優質產品銷售到世界 60 幾個國家。產品市占率排名世

界第三，提供工業與車輛業完整油壓解決方案，堪稱台灣的隱形冠軍。　　

武漢機械進駐中科二林園區建廠佔地 6.6 公頃，共分三期開發，一期工程申請

面積為 2.3 公頃。預定 2022 年 3 月 30 日竣工，預定到 2027 年三期全部開發完成，

總工程經費約 23 億元。屆時將帶動彰化二林地的相關產業就業機會與經濟發

展，前景可期！

武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二林園區一期廠房新建工程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上午吉時開工動土

武漢機械董事長宋武隆（左六）、總經理陳慶照 （右六）、中科管理局

建管組科長雷志文（左五）、建築師蘇戊衍（右五）、麗明營造董事長

吳春山（右四）、建鈞會計師及各家銀行團代表出席武漢機械動土典禮。

文、圖／建管組　雷志文

萬丈高樓平地起
隱形冠軍在二林
Winner Hydraulics Corporation Breaks Ground 
for Its 1st Phase Factory in Erlin Park

世界的なカートリッジバルブ、マニフォ
ールド及び小型パッケージメーカー - 二
林 パ ー ク の 入 居 企 業 Winner Hydraulic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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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園區同業公會　賴明志

分享交流
科學園區跨業投資促進會
ASIP Hosts the 4th Cross-Industry Investment Promotion 
Seminar in 2020

2020 年第 4 四半期クロスインダストリー投資推進会議

隨
著國內疫情減緩，園區公會配合新一屆的跨業

投資促進會各小組召集人改選，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中辦處舉辦第 4 季的例會，三園區生技醫療、智

慧機械／自動化、物聯網、綠能及循環經濟等 5 個產

業小組成員，熱烈參與這次盛會。

副理事長蔡國洲致詞表示，因為難得在中科舉辦這類

性質的高階活動，三個園區廠商的董事長，也都撥冗

參與活動，所以想讓大家更瞭解中部地

區，包括所轄產業及相關研發單位的現

況與能量，並藉由三區的交流，增進彼

此對技術層次提升、跨域創新、甚至是

新的商業模式的經驗或知識，進而獲得新

的啟發及開創新商機。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致詞感謝園區廠商的共同努

力，中科除了營業額的持續高成長外，也會更加重視

未來創新技術的研發及培育，積極推動各項有關新創、

加速器、媒合會……等相關計畫與活動，提供廠商全

方位的協助。

本次例會活動內容，由公會與中科管理局規劃，除由

金可集團簡介外，也分享中台灣創新創業的生態系統，

例會重頭戲是請相關廠商發表新創技術或產品的投資

標的案，包括：合錦公司的易照護系統、藥華公司的

創新製藥、新創公司 - 明教科技的智慧車燈等。每個

分享皆能引起與會董事長的興趣，現場提問交流不斷。

最後壓軸是由中科優秀廠商歐群科技董事長廖月照與

旭東機械董事長莊添財，分享公司如何發展及跨域創

新，辛苦的過程讓大家敬佩不已。例會活動最後在公

會安排的簡餐中，大家抓住寶貴的餐敘時間再度熱絡

交流下，圓滿成功，滿載而歸。

跨業投資促進會第四季例會，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前排右三）、公會副理事長蔡國洲（前排左三）、駐會顧問謝其嘉（前

排左二）、總召集人謝達仁（前排右二）。

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副理事長

蔡國洲致詞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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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企劃組　陳俊安、圖／投資組  林宜吟

人工智慧與區塊鏈產業現況
及國際政策趨勢
The Lecture on AI &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I とブロックチェーン産業の現状と国際政策傾向

鑒
於人工智慧及區塊鏈將對產業發展造成重大影

響，中科管理局特於 2020 年 12 月 2 日舉辦「人

工智慧與區塊鏈產業現況及國際政策趨勢」研討會，

並邀請明日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王琍瑩擔任講師，協

助園區廠商掌握人工智慧及區塊鏈產業現況。

中科管理局局長許茂新致詞時表示，人工智慧與 5G 結

合後有助產業升級並促進生活便利；而另一主題「區

塊鏈」在比特幣誕生後，其「去中心化」概念撼動全

球金融體系，人工智慧與區塊鏈已是數位經濟的重要

趨勢，產業界如何因應乃是重要課題。

王律師以「人工智慧 – 從 2D 版楚門的世界進入 5G 版

楚門的世界」及「區塊鏈 – 從人間華爾街望向幣圈華

爾街」等 2 個主題說明產業現況，並以比爾蓋茲所說：

「我們總是高估未來 2 年會發生的改變，低估了未來

10 年將發生的改變。」作為開場，強調新興科技對於

未來產業發展的影響力，某些業者對於破壞式創新卻

「看不起、看不懂」，待其警覺到嚴重性後已「學不會、

追不上」。

明日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王琍瑩

會 中 藉 由 Facebook、Google、Amazon、Uber 及 印 尼

Gojek 等實例，說明人工智慧重點在於從何處蒐集到好

的資料，以及如何處理才能得到有價值的分析結果。

王律師並說明區塊鏈與網際網路間主要的區別在於

「價值傳輸（付錢）」及「智能合約（自動化交易）」，

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即是區塊鏈價值傳輸的應用，並以

Uniswap（去中心化的交易所）、Compound（去中心

化的借貸服務）以及 Libra（Facebook 預計發行之加密

貨幣）為例，介紹「幣圈華爾街」及 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並強調現行法規之監管機

制是針對特定業者，而加密貨幣因去中心化而無特定

業者，無法以現行法規加以監管，如何監管幣圈華爾

街是未來的重要議題。

新興科技所引發的數位轉型，對於既有產業的影響與

日俱增，研討會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破壞式創新、

智能合約及加密貨幣等概念，期待藉由本次研討會協

助與會者對於人工智慧及區塊鏈產業現況有更深入的

瞭解，以利園區之創新及轉型。



18

新知 SESSION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美
麗
又
危
險
的
極
光

文
、
圖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地
球
科
學
系
　
傅
學
海

A
urora, Enchanting but H

azardous

美
し
い
が
危
険
な
オ
ー
ロ
ラ

極光的顏色主要來自氧原子和

氮分子受激發放出的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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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古以來，人類對極光的認識，一直停留在觀察極

光的外形、顏色與變化上，夾雜著情緒上的驚

嘆、恐懼。直到 20 世紀，了解地球磁場與太陽風的關

聯後，才認識了極光的起因與本質。

太陽風從何處來？日冕洞

風，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感受的到。微風吹拂使人

清爽，狂風使人驚懼，寒風刺骨，春風拂人……那，

什麼是風呢？或風是什麼？從電風扇或手搖扇可以知

道，扇葉轉動或扇子搖動使空氣流動會形成風，也就

是說空氣中的分子流動時就形成風。空氣分子越多、

流動越快，風越大。同樣地，許多粒子由太陽表面發

射出來，在太陽系的空間中流動就形成「太陽風」。

不同的是，太陽風中的粒子不是一般的原子與分子，

而是帶有電性的離子。

太陽表面溫度高達攝氏 6,000 度，許多原子都被游離

成為帶電粒子，其中最多的是質子與電子，而帶電粒

子會受到磁場的影響。與地球一樣，太陽也是一個大

磁鐵，表面布滿許多磁力線。多數磁力線突出太陽表

面又彎回太陽表面，形成一個個拱橋似的曲線。帶電

粒子沿著磁力線運動，又回到太陽表面。

使用 X 光波段觀測太陽，可以發現太陽發出很強的 X

光，緊裹在色球之外，屬於內層日冕。由 X 光波段所

拍攝到的太陽影像中，可看到許多亮點與拱弧形，這

些都是磁力線變化劇烈或磁力線密集的區域。但是也

可以看到一長條暗黑、不發出 X 光的條痕區，稱為「日

冕洞」。

經由許多太空衛星或太空船的偵測，科學家一路追蹤

太陽風粒子，可以追溯到日冕洞，顯示太陽風是由日

冕洞發出的。經過太陽物理學家的研究顯示，日冕洞

是太陽表面磁力線開放區。也就是說，磁力線由日冕

洞延伸出去後並不會彎回太陽表面，帶電粒子沿著日

冕洞的磁力線運行，就一路出發不復返而成為太陽風。

另外，太陽表面有一些磁場密集的所在，磁力線會突

然崩解，磁能瞬間釋放形成「閃焰」事件，爆發出大

量帶電粒子，形成太陽風。閃焰事件有大有小，規模

大的閃焰可以把好幾千億噸的太陽物質一股腦兒拋射

出去。閃焰爆發的速度可以高達每秒 900 公里，通常

速度大約是每秒 300 ～ 500 公里，這些太陽風粒子約

1 ～ 3 天的時間就到達地球附近，會明顯影響地球的

磁場與大氣。

太陽風、閃焰與極光

太陽風中的帶電粒子被地球磁場捕獲，束縛在范艾倫

輻射帶中流竄。當這些粒子進入極區上空時，與極區

上空大氣中的原子或分子碰撞，使大氣中的原子或分

子被激發而放光，便形成美麗的極光，並隨著空氣的

流動飄移，形成舞動的光幕，如絲如緞，動人心弦。

極光的顏色主要來自氧原子與氮分子的激發，一般有

紅色、綠色，也有黃色與紫色。極光高度約在 100 ～

300 公里之間，再高，通常沒有足夠的中性原子可供

激發形成極光。

極光的學名叫做 aurora，發生在北極地區的稱為「北

極光」（aurora borealis），發生在南極上空的稱為「南

極光」（aurora australis）。

就像所有美麗的奇景一樣，雖然能夠預期極光發生的

可能性，極光仍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遇上滿天

雲或是暴風雨的天氣，即使發生極光現象，也無法觀

賞。人們對極光的認識，也與日全食、彗星一樣，花

了數千年才從外貌、顏色的觀察而進入本質的了解，

由驚懼轉為觀賞。人類對大自然的認識，由無知轉向

了解的過程何其漫長，極光只不過是其中一例罷了。

來源：以上內容引用、摘錄自科技大觀園「美麗又危險的極光」一文。
完整原文：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9l8.htm



20

新知 SESSION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美國海關對於貨物進口加強審查 , 企業注意不要涉及洗產地而觸法

一、中美貿易戰暫時不會停止

美國總統大選剛結束，全世界都非常關心的議題—前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時啟動的 301 條款加徵懲罰性關稅，在新任總統拜登上任後會

不會取消？然而拜登說明，不會立即採取行動取消額外徵收 25% 關

稅的措施。截至目前為止，美國貿易代表署已實施四波清單，再加

上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及美國華為禁令等國際情勢變化，企業紛

紛開始檢視並改善產品相關供應鏈流程，以改變產品原產地。

清單 加徵產品 產品價值 加徵稅率

清單 1

機械器具、電機、汽車、

飛機、船舶、醫療儀器設

備等

818 項產品，共計

約 340 億美元
25％

清單 2

農業用具與設備、電子設

備、半導體、二極體、塑

膠及製品等

279 項產品，共計

約 160 億美元
25％

清單 3

食品、消費品、部分化學

品、紡織品、汽車零件金

屬製品、自行車等

5745 項產品，共

計約 2000 億美元
25％

清單 4 Ａ
食品、消費品、紡織品、

電子設備
約 3000 億美元 7.5％

清單 4 Ｂ
食品、消費品、紡織品、

電子設備
約 3000 億美元 暫不加徵

美國 301 條款加徵關稅清單

國
際
及
國
內
稅
務
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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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海關加強查核洗產地行為

由於台灣在中國及美國間的貿易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中美貿易摩擦後，我國海

關已多次查獲中國大陸產製貨品違規轉運出口案件，藉以規避美國課徵高額關

稅。目前，關務署已加強查核進出自由貿易港區、物流中心及保稅倉庫的貨物

產地，也針對美國 301 條款加徵關稅清單的產品嚴加查核，加強查緝冒充台灣

原產地的「洗產地」情形；亦即，出口產品未達實質轉型標準卻改標台灣製造

等違規情事。而為有效遏止、防範中國大陸產製貨品自我國違規轉運出口，立

法院已於 2020 年 12 月 3 日三讀通過貿易法第 28 條修正案，違規裁罰金額大

幅提高至新台幣 300 萬元，對不肖業者重罰洗產地行為。

而美國亦針對「違規轉運」及「反規避調查」嚴加查核，前者係中國大陸產品

試圖經由第三國轉運；後者則針對第三國轉運、簡易加工或變更產品規格等手

段以規避加徵之關稅。一旦被美國商務部緝查發現上述兩種情形，可能被列入

課徵反傾銷、反補貼稅的範圍而加重課稅 ( 最高可達 2 倍 )；而被中國利用洗

產地的國家，也會被列為課徵反傾銷、反補貼稅的對象，可能被美國公司列為

拒絕往來戶，更嚴重會被禁止進口。

因此企業自台灣出口至美國的產品除了可以向國際貿易局申請原產地證明以

外，亦可考量主動向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署」(CBP) 申請美國海關原產地解

釋函令 (Advance CO Ruling)，以確保企業之最佳利益。

三、申請美國海關原產地解釋令

原產地證明書是用來證明貨物的原產地和製造地，而進口國海關以此來輔助判

定稅則稅率的適用。惟需特別注意，儘管某產品已取得出口國的原產地證明

書，但進口國海關仍須依照該國原產地規則判定該進口貨物的最終原產地。以

下說明美國原產地規則：

美國海關對於原產地認定標準以最終「實質轉型」為判斷因素，該產品必需已

「改變名稱 / 特性 / 使用方法」，判斷原則較主觀，需個案認定，無法以數據

或量化標準來認定原產地。

依目前美國海關已公布核准之解釋函令，產品實質轉型應檢視要件舉例如下：

零組件之原產地

製程之加工程度

核心技術之技術層次

有無關鍵之程式設計

軟體之研發與安裝地點

清單 加徵產品 產品價值 加徵稅率

清單 1

機械器具、電機、汽車、

飛機、船舶、醫療儀器設

備等

818 項產品，共計

約 340 億美元
25％

清單 2

農業用具與設備、電子設

備、半導體、二極體、塑

膠及製品等

279 項產品，共計

約 160 億美元
25％

清單 3

食品、消費品、部分化學

品、紡織品、汽車零件金

屬製品、自行車等

5745 項產品，共

計約 2000 億美元
25％

清單 4 Ａ
食品、消費品、紡織品、

電子設備
約 3000 億美元 7.5％

清單 4 Ｂ
食品、消費品、紡織品、

電子設備
約 3000 億美元 暫不加徵

範圍 標的 內容

自由貿易港區、

保稅區、物流中

心

進儲屬歐盟、美國對中

國大陸課徵額外關稅或

反傾銷稅貨品

產地標示不實、出口目的地

申報不實

重整、加工案件未達實質轉

型標準確改標台灣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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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抵減操作實務

2019 年 6 月行政院公布修正產業創新條例並新增第 23

條之 3，營利事業有將盈餘再投資之需求及為提升國

內投資動能，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因營運所需，

以未分配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

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新台幣 100 萬之投資，該投

資得於計算未分配盈餘時列為減項。並於 2020 年 1 月

公布＂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

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供企業遵循。

以下例示實務上常見問題，供企業參考並正確使用該

租稅優惠：

資本支出無需單筆達新台幣 100 萬，累積達到即

可；並以最後一筆累積達到新台幣 100 萬支出起

算一年內向稽徵機關申請退稅。

必需驗收及付款同時完成方可抵減；以曆年制企

業 110 年申報實質投資抵減 108 年未分配盈餘為

例：

款項於 108 年預付，109 年驗收，無法全數抵

減 108 年未分配盈餘，僅能抵減 109 年之驗收

及支付款項部份。

資本支出在 108 年已驗收完畢，而尾款於 109

年支付，全數無法抵減 108 年未分配盈餘；該

投資需於 109 年 1 月 1 日開始進行。

資本支出有部份於 108 年先行驗收，而於 109

年進行最後之驗收並支付尾款，僅能抵減尾

款。

驗收完成在 109 年度，可以考量公司 107 及 108

年盈餘情形，選擇直接抵減 108 年申報未分配盈

餘或更正 107 年已申報之未分配盈餘，以達抵減

稅額最大化。

存貨轉供自用之自製設備抵減未分配盈餘，需達

成以下條件：

舉證所有投入之成本：成本明細表 ( 材料、薪

資費用、租金及水電支出之分攤 )，轉供自用

紀錄。

所有成本之投入及支付都必需在盈餘發生之次

年度產生，方能抵減。

興建辦公大樓自用，而部份出租，得舉證供營業

使用部份之比例申請抵減

辦法第 2 條 1 項規定，盈餘必需用於興建或購置

資產才能抵減，該資本支出需取得所有權，亦即

租賃資產不得適用；唯租賃資產之附屬設備，例

如：空調設備、LED 面版、攝影機等，若將來能

拆除自行使用，得適用抵減。

企業若有累積虧損尚未彌補，依公司法規定，需

先彌補虧損後，若仍有盈餘才得以分配或實質投

資。

辦公室重新整修，必需以該資本支出能否增加資

產價值或效能判斷能否抵減未分配盈餘；例如：

僅為了辦公室美觀而重新裝潢，較難適用

營運所需而擴充會議室，可以抵減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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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世界派對Ｘ文化漫步
實中人外語多聲帶
The World Party & Culture Roaming, the Multi-Lingual 
NEHS Students 

NESH- 第二外国語授業成果発表会

實
中校園裡，每位學生除英文外，更會說上幾句二

外；學校則是提供六種語言（日韓德西法印），

讓學生們擇一修習列為校訂必修學分。在將近 40 小時

學習後，12 月 23 日上午各班級齊聚在演藝廳，進行

「世界派對 文化漫步」二外成果分享，創意展現二外

學習成果。　

「世界派對」邀請各班級秀才藝，載歌熱舞唱出各語

言的文化特色，例如西語課程以小短劇方式，透過簡

易版對話及合唱玩具總動員「我是你好朋友」西語版

本，帶著全體同學提前跨年倒數；「文化漫步」則是

讓各班級發揮巧思，分享自己所學外語文化特色，更

讓其他學生體驗各種文化差異，進而增進文化理解及

提升國際視野。　

日語教師田博文表示：「為了這次發表，大家從開學

就開始醞釀，從基本的語言學習到期末的歌曲表演及

文化體驗，逐步展現半年所學成果。而在這過程中，

特別感謝各位二外老師互相分享、交流不同想法，希

望透過任務導向、多元適性的二外課程，幫助學生探

索不同興趣。」

2020 年「世界派對 文化漫步」二外成果分享，充分

展現實中人外語多聲帶特色！高中部學生透過二外學

習，增進文化理解、提升文化涵養；配合英文課程國

際專案、外師融入教學活動，讓外語學習更具生活化

情境，全面提升學生外語溝通能力。此外，每年更有

多次機會，能與國際友校跨國交流，不管是日德短期

交換或國際跨校視訊，學生橫跨歐亞暢所無阻，全面

培養實中學生成為未來國際行動人才！

同學們不只學習語言，更是用心學習如何和不同的文化相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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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中環境教育
揭開台積公司 3.5 次的秘密
NEH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roduces TSMC’s 
Cutting-edge Water Recycling Technology

NESH- TSMC 見学
文／中科實中　黃春英、圖／台積電

台
積電公司是環保署認證通過的環境教育場所，感

謝中科台積電公共設施服務部環教人員提供中

科實中師生環教課程的活動體驗與生態園區的導覽介

紹，為我們解說「台積公司 3.5 次的秘密」。

台積電生態園區導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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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實中環境教育參訪台積電

同學用心思考、互相討論生活用水的回收與再利用

首先，以動畫影片呈現晶圓的製造流程，說明積體電

路的由來，隨著高階（奈米）製程的發展，產製的過

程必須去除雜質，不能有粉塵，因此對於清潔用水的

要求增加，平均一天要消耗 29,090 公噸，相當於 12

座標準游泳池。在有限的水資源下，台積電以回收水

的方式，如收集雨水，供應澆灌，將一滴水平均使用 3.5

次，一年下來大約可省水一萬多噸。此外，環境教育

人員還透過課程小活動，帶領同學思考、討論日常生

活各種用水（如洗米水、洗澡水、洗菜水、除濕機水、

雨水……）的回收與再利用的方式，同時宣導如何多

次地使用生活用水。

台積電再煉銅管  循環經濟新模式

台積電奈米製程越高階，純水、溶劑的使用量上升，

產出的廢溶劑也隨之成長，排放的汙染相對愈多，然

而，台積電將半導體的主要廢棄物—廢硫酸 (H2SO4)

活化再生，加工再利用，近三年回收 1.5 萬噸廢銅液，

經過再利用，做成 167 噸的再生銅管，提煉的金銅純

度可達 99%。台積電從原物料使用後丟棄的「線性經

濟」，如今轉變為原物料再生的「循環經濟」，更持

續精進，將原 7% 放於廠外處理的廢棄物，改由 8% 於

廠內自己回收，作成原物料，目前正規畫設置電子級

資源再生中心。

除了環教課程的活動體驗，生態園區的導覽介

紹也讓人印象深刻，建築物側邊裝設太陽能

板，從上方收集雨水，也回填土壤堆積成邊坡

後，種植攀爬的綠色植物，形成一道最綠色自

然的生態牆。台積電秉持著與客戶共同創新，

與環境共生共榮的理念，追求科技創新，也持

續追求永續發展，並在生活中以行動實踐之。

藉由台積電環境教育資源，以實際參與課程、

生態導覽的方式，讓學生對於科技相關產業的

發展現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潛移默化中也提

供了生涯探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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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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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8 日於后里園區公園籃球

場舉辦「109 年度中科盃籃球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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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矽品與台積電競賽，妙傳內線得分！

文、圖／環安組　鄭燕嶢

青春再現！來看中科盃籃球競賽
Travel Back to the Youth! CTSP Cup Basketball Tournament

青春の輝き -2020 CTSP 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大会

紀實 ACTIVITY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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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環安組組長莊志峰（圖中）為活動開球

紀實 ACTIVITY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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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天的激烈競爭，優勝隊伍如下：

第     名：台積電（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     名：AUO 達達虎（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第     名：矽品精密（矽品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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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事室　王淑玲、圖／投資組　林學侃

快遞冬日幸福
慶生聯誼餐會
Deliver Happiness in Winter, Birthday Party 
and Refreshment

冬の幸せなひと時 - 従業員親睦会

初
冬時節，暖陽普照，中科管理局慶生聯誼活動，

並由局長許茂新親自主持。下半年度壽星計有

65 位，而屬於全局同仁暖胃、暖身又暖心的生日派對，

如期登場。

辛勤的耕耘，總有豐碩的收獲，歲末年終，引頸期盼

的慶生會終於來臨，活動開始前，會場早已被飢腸轆

轆的同仁們佔滿，談話與歡笑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活動以節奏輕快的生日歌揭開序幕，希冀敲響同仁心

中祝福的鐘聲；接著，邀請下半年度壽星同仁代表，

同時也是即將於本月底退休的工商組科長胡清六，接

受許局長致送生日禮金，現場氣氛溫馨；緊接著，由

許局長致詞，首先祝福壽星同仁們生日快樂，更勉勵

同仁，在這艱難的一年，園區能有如此豐碩的成果，

實屬不易，請同仁們舉起雙手為自己鼓掌，說聲辛苦

了；接著談到，工作占據了我們三分之ㄧ以上的時間，

共同營造一個友善職場，讓我們辛勤但不忘開心地工

作，認真但不失快樂地生活吧！

送出盈盈祝福，使好運纏著您，讓幸運伴著您，一句

簡短的問候，包裹著一份真誠的心意，祝福壽星們福

氣安康、心想事成，期待下次慶生派對再會囉。

局長許茂新（右）致贈生日禮金予同仁代表

同仁共襄盛舉，出席踴躍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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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員工診所　張家禎醫師

中醫簡單分類
氣虛型體質
The Simpl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ype of Body with Deficiency of Qi

漢方医による体質チェック - 陰虚タイプ

中
醫常講體質，體質不好造成身體容易罹患疾病，

不同的體質罹患疾病也會有不同的症狀、嚴重程

度也不同，體質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呢 ?

體質會受先天、後天影響，先天就如父母遺傳給我們

的基因，後天由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飲食習慣、行

為模式、心理狀態等我們重複操作的＂輪迴＂造就身

體漸漸往某些特定體質偏移，等到時間一久，身體體

質定型了，就容易造成某些疾病、症狀好發的狀態，

到底常見的體質有哪些？自己又屬於哪一種體質呢？

下面簡單介紹氣虛型體質。

氣虛型體質，常見人容易疲倦。而不同臟腑的氣虛，

又有不同的症狀，如肺氣虛說話越說越沒力，心氣虛

常見有些人稍微活動就容易心悸，脾氣虛食慾差，食

後容易腹脹、腹瀉等，腎氣虛也是容易稍微搬重物稍

活動就容易腰痠。氣虛造成臟腑功能較差，有時是先

天生下來就帶著的，有些是前面所說的＂輪迴＂造成

的。此外，中醫認為正常發育的過程，嬰兒出生發育

階段，常常一開始是肺脾腎不足，隨著年紀漸長，先

天精氣作用與後天水穀精氣供應臟腑功能而漸漸成

熟，肺脾腎不足狀況漸漸減少。但有時候，成長過程

中，如喜食冰品、經常受風寒、飲食不均衡等，也會

造成肺脾腎氣難充實。而到成人，造成肺脾腎氣虛除

了前面原因外，如工作需不斷說話耗氣造成肺氣虛、

經常性吃過飽耗傷脾氣、工作勞心動腦易煩惱之人也

會耗心氣，經常自瀆無度者耗腎氣等。

氣虛型體質，除了避免上述錯誤的＂輪迴＂習慣外，

疲倦時正常休息，而不是使用咖啡、茶葉等提神勉強

把氣提升而繼續耗氣。可選擇遠離交通車輛、較多樹

木之公園或樹林，全身放鬆深呼吸散步 ( 非高山空氣稀

薄處或需勉強自己耗盡體力爬山才至的山區 )，如果可

以，能在此處做中醫八段錦或是太極拳讓吸進乾淨的

空氣在身體循環。

體質定型，除了改變＂輪迴＂不要讓體質更惡化，中

醫一般使用補氣的藥物為參、耆類，但有些人因有血

壓高或是常熬夜上火問題，高麗參的使用需小心。另

外，一般常用民間常用的大棗、山藥也都有些許的補

氣效果，但不同藥物補的臟腑氣不太一樣，建議仍找

合格的中醫師做藥物的諮詢處方。

黨參、黃耆、山藥、大棗

都是常用的補氣中藥。



30

樂活  LOHAS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清風徐徐鳥紛飛清風徐徐鳥紛飛

  花香漫漫蝶舞蝶  花香漫漫蝶舞蝶

    趣品蜻蜓點水蓮    趣品蜻蜓點水蓮

蝴蝶、蜻蛉、鳥飛

翔的科學園區

蝴蝶、蜻蛉、鳥飛翔
的科學園區
The Book of Butterfly, Dragonfly, and Birds 
Hovering Science Park

胡蝶、トンボ、鳥 -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にい
る空を飛ぶ生き物たち
文、圖／營建組　熊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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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科台中園區開發至今，經同仁及養護廠商多年用

心經營管理，讓園區從黃土滾滾到綠樹成蔭，今

年也出版了台中園區生態觀察紀錄書 《蝴蝶、蜻蛉、

鳥飛翔的科學園區》，呈現園區生態環境物種豐富而

多樣。本書內容多為同仁與園區養護廠商於維護期間

觀察到園區豐富的生態環境，記錄每一個令人感動的

瞬間，並由中科管理局前負責景觀維護之科長蔡紹斌

用心協助籌編。 

台中園區是運用自然工法營造的景觀環境，於規劃設

計時融入當地環境及生態，創造不同景觀特色，如水

堀頭公園烏桕步道、東大路九重葛、台積電旁的苦楝

老樹等；在公園綠帶、主次要道路或建築物周邊景觀

規劃都是採高低複層設計，從喬木、搭配灌木及地被

植物來豐富綠化園區內的景觀，並藉由友善無害管理

來執行養護作業，讓大面積公園、隔離綠帶營造出更

適合動物棲息及繁殖重要空間。

本書以生物曆方式記錄園區生態，並搭配著一幅幅美

麗照片介紹園區特色動植物及園區內動植物互動情

形，這本書主要介紹的都是飛翔在低海拔常見的物種，

盤整以園區蝴蝶、蜻蛉及鳥類的紀錄為主，內容含括

截至 2020 年 8 月底所紀錄到的 60 種蝴蝶、26 種蜻蛉

以及 85 種鳥類，希望這本書能成為您遊走園區生態的

導覽工具、入門圖鑑。

1. 神似「藍色小精靈」的黑枕藍鶲

2. 趣稱鳥類大飯店的雀榕與五色鳥

3. 每年春天於東大路盛開的九重葛

4. 求偶成功的麻班晏蜓

5. 常居於滯洪池的高蹺鴴

5. 隨著初夏到來的淡紋青斑蝶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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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FUN 電影

放映時間：2021 ／ 01 ／ 13（三）18:30

（17：50 開放免費入場）

放映地點：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一樓 101 會議室

片      名：天能（保護級）

類      型：動作、劇情、懸疑 

片      長：2 時 30 分

劇情簡介 : 

約
翰大衛華盛頓是《天能》一片中的全新主角，必

須僅靠一個字「天能」為地球全人類的存亡誓死

奮戰，他將進入一個幽冥晦暗的國際諜報世界，並且

執行一項即將超越現實時間限制的重大任務。這不是

時空旅行，而是逆轉未來。 約翰大衛華盛頓飾演的主

角參與一場俄羅斯歌劇院的臥底行動，在那場行動中，

他發覺間諜戰的戰場不只限於現在，更在未來，他為

國際間諜組織效力，要找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商

人安德烈薩托 ( 肯尼斯布萊納 飾演 )，熟悉進入時間

「逆轉」的領域，阻止世界毀滅。

中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