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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要聞 Park News

文、圖／投資組 楊琇喻、沈慈雅

中科15慶週年  AI領航齊飛揚
Celebrating CTSP's 15th Anniversary!

CTSPの15周年イベント

貴賓雲集  齊賀中科生日快樂 

為迎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15週年的

到來，本局在7月27日舉辦「中科

15慶週年 A I領航齊飛揚」週年慶

活動，首先在上銀科技機器手臂的

旗舞飛揚引導下，帶入汝鎏國小整

齊劃一，響徹雲霄、氣勢磅礡的戰

鼓隊表演聲中，本局局長陳銘煌與

園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沈國榮迎接立

法委員張廖萬堅、各大學校長、副

校長及廠商代表等重要貴賓齊聚一

堂，祝賀中科15歲生日快樂。

年年成長  屢創新高

陳局長致詞時表示，中科二林園區

及后里七星園區二階環評已分別於

今年5月23日及6月13日通過，台中

園區擴建環差也於6月27日通過。

另為促進中興新村活化，今年年初

奉行政院核定以南核心區為園區開

發範圍。局長陳銘煌感謝長官及各

界的支持與協助，讓中科得以打

通任督二脈。中科成長快速並積

極延攬國內外優秀廠商進駐，目

前已引進192家高科技廠商及15

家研究機構，創造了4萬5千多個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與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右）一起歡迎貴賓蒞臨。

中科15週年慶現場貴賓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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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機會，中科年年保持穩定的成

長，成功地活絡了中台灣的就業市

場，中科園區廠商在全球市場上的

表現更是亮眼，106年營業額達新台

幣5,638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推動國際合作  不遺餘力

中科也積極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

例如今年5月海地總統蒞臨參訪、

7月初與德國Fraunho fe r積體電路

研究所及紐倫堡大學共同簽署科

技合作備忘錄、7月中旬再與印度

Karnataka州創新科技協會簽署科技

合作備忘錄，此外，中科更於今年

4月成為FIRA（世界智慧機器人運動

協會）的第1個產業會員（industrial 

member），並於8月7日主辦2018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FIRA 

RoboWorld Cup），中科喜事連連。

邁向 Lucky 7  中科創新局

陳局長期許中科未來邁向Lucky 7新

局面：1.協助全球領先的半導體7奈

米技術在中科量產。2.年營業額邁

向7,000億元。3.五大園區員工人數

可望達7萬人。中科將持續推動智

慧園區及AI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計

畫，建構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綠色科

學園區典範。

創新研發績優廠商  
高科技成長引擎

科學園區身為國內高科技產業的成

長引擎，創新研發最為重要關鍵，

高科技產業瞬息萬變，為因應競爭

激烈且變化快速的全球高科技產業

環境，園區更需持續注入新的創新

動能，中科除了積極辦理各項鼓勵

廠商投入創新研發相關計畫外，也

創新產品獎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獎勵園區創業（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

 朝陽科技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績優廠商

前瞻創新獎  均華精密工業（股）公司
 旭東機械工業（股）公司

 友威科技（股）公司

人才卓越獎  均華精密工業（股）公司

產業貢獻獎  均華精密工業（股）公司
 旭東機械工業（股）公司

汝鎏國小「鼓動奇蹟 超越顛峰」戰鼓表演。

祥儀企業小舞獅機器人。

火流星機器人。

光舞影像互動開幕表演，「投影人」劇團以舞蹈搭配炫麗的數位投影特效及音效，

呈現出仿真的奇幻旅程。

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中）頒發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

計畫績優廠商：均華精密工業（股）公司（左一、右三、右

二）、旭東機械工業（股）公司（左二、右一）、友威科技

（股）公司（左三）。

15週年慶頒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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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獲獎的單位為園區所做

的努力，因此週年慶亦安排頒獎

活動，除恭喜獲獎的廠商及學校

外，更期許研發能量持續挹注園

區，帶領中科日漸茁壯、越飛越

高！

帶動產業升級  贏向未來

發展人工智慧已成為全球趨勢，

為了引領台灣科技廠商取得產業

先機，台灣AI元年於今年啟動。而

去年在科技部部長陳良基的全力

支持下，中科正式啟動園區「智

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

將打造中科成為國際旗艦型的AI

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未來仍將

遵循陳部長的理念，以「小國大

戰略」思維，建構具多功能與先

進設備的Maker Space，讓自造者

能夠在此實現AI Robot的創新與創

意，培育跨領域創新人才，藉以

帶動智慧機器人自造風潮。期許

透過「中科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

基地」平台，舉行AI機器人的課程

教學、論壇交流及競賽等活動，

提升台灣AI機器人產業的技術及經

驗，並藉此激發更多的新創團隊投

入此領域，帶動中部地區精密機械

產業升級為智慧機械產業，以迎接

AI時代的各項機會與挑戰。

中科成立15年即可繳出如此亮麗的

成績單，成就這些重大成果，最重

要的就是要感謝與會嘉賓的大力支

持，感謝科技部、地方政府、科學

園區公會、所有園區投資進駐的廠

商與員工、周邊鄰里居民以及在場

各界貴賓的支持與鼓勵，感謝您

們一路上支持中科、成就中科，

中科也將持續注入新的創新動

能，穩健踏實的邁向往後的每一

年。

本局局長陳銘煌（中）頒發創新產品獎得獎公司（由左至右）：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瑞基海洋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獎勵園區創業（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廠商（由左

至右）：朝陽科技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園區公會理事長沈國榮。
2.立法委員張廖萬堅。
3.臺中市政府秘書長黃景茂。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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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企劃組 張蕙璿、投資組 沈慈雅

科技部陳部長陪同國會團視察中科 
看見新未來
Minister Liang-Gee Chen Led Taiwan Parliament Delegation to Visit CTSP

科技部の陳良基部長は国会議員訪問団を率いて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を訪問した

7月17日，由科技部部長陳良基

陪同立法院李麗芬委員、何欣

純委員、張廖萬堅委員、洪慈庸委

員及國會助理團，從「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開始，體驗AI將對

我們未來生活帶來的改變。本局也

感謝前瞻計畫的「良機」，讓中科

可以引領下個世代迎接新挑戰！當

天基地內有mBot機器人營隊課程及

機器人運動課程，看見從8歲到18

歲的孩子對於未來無限的想像和期

待。

接著前往橋椿金屬公司參訪，它的

行銷版圖橫跨亞洲、美洲與歐洲，

是全球第一大鋅壓鑄產品製造商，

但工廠內只有少數工程師，因為他

們以機器人取代人力，結合製程

自動化設備，達成智能製程自動化

之最終目標，為國內水五金自動化

之典範廠家。下一站為國網中心，

參觀A I雲端平台及超級電腦「台灣

杉」，這是國內首部計算能量達Peta

等級的公用計算主機，其命名就是希

望這台Peta級超級電腦就像台灣杉一

樣，成為穩固台灣科技研究的重要基

石。

中科努力不懈  迎接 AI新挑戰

第二天，一行人先參訪經濟部中創園

區。這是全台第一棟取得鑽石級「綠

建築」、「智慧建築」雙證書建築

物。緊接著參觀將全球研發中心暨營

運總部建造於中興園區內的正瀚生技

公司，參訪團穿上實驗衣，在實驗室

中感受研究氛圍，也感受政府推動新

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及轉型，解決

人口老化及氣候變遷導致農業勞動人

口不足、糧食短缺等問題的決心。參

訪行程讓國會團瞭解本局及園區廠商

的努力，以及從不停止的腳步，最後

圓滿結束。
立委李麗芬（前排立者右三）、張廖萬堅（前排立者右五）、洪慈庸（後排右四）、科技部部

長陳良基（後排左二）、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立者右二），與參加自造基地活動的小朋友們

合影。

立委李麗芬（前排右四）、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前排右六）、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左四）與

橋椿金屬公司董事長楊慶祺（前排右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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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正瀚生技  瞭解精準農業

陳部長為了瞭解農業生技產業現

況，另於7月24日再次前往正瀚生

技全球研發中心暨營運總部參訪。

當天由正瀚生技董事長吳正邦親自

接待，並與部長交換意見，期許正

瀚公司台灣農業的發展猶如台積

電，在世界發光、發熱。在參訪過

程中，正瀚公司陳文仁博士指出，

農業其實比醫學更複雜，尤其在現

今相對多變的環境中，自然環境的

改變對農業的影響非常巨大。

導覽結束後，陳部長表示，正瀚公

司吳董事長對台灣的奉獻有目共

睹，而正瀚公司在中

興園區設立全球研發

中心，是對中科管理

局的肯定。吳董事長

也對部長建言，希望

科技部能協助台灣農

業走向世界，落實將

農業研究產業化、運

用企業的環境發展精

準農業。未來這將會

成為民間企業和科技

文、圖／營建組 林建國、投資組 林雲志、沈慈雅

二林園區蓬勃發展  創造三贏
Erlin Park Development Project Successfully Reaches a Triple - Win Situation

二林パーク開発案  トリプルウィンの局面を作る

本
局二林園區四期開發計畫二

階環評在5月23日通過後，隨

即於6月28日舉辦招商說明會，續

於7月13日舉辦「二林園區現勘活

動」，由本局副局長許茂新主持，

帶領廠商實地勘察園區。當天約有

30餘家廠商、近80人參與，立法委

員洪宗熠亦到場表示重視。本局另

將於8月28日辦理招商說明會、9月

辦理廠商聯合動土等活動，歡迎廠

商共襄盛舉。

許副局長表示，二林園區以「低用

水、低排放」之精密機械產業為主

領產業，希望推動航太、精密機械

及生物科技等產業深植地方，帶動

地區發展。洪委員表示，為促進二

林園區發展，已協助解決相思寮爭

議，並爭取76號快速道路延長線通

過園區，在縣府的

支持及便利的交通

建設下，對進駐廠

商是一大利多。

廠商高度期待  
本局加快建設腳步

面對廠商的高度投

資意願，本局加快

公共工程發包腳步，除後續工程

仍須配合二階環評進行微調外，

今年第三及第四季將陸續優先

辦理公共工程，包括東一區後續

及東三道路工程、東二區道路工

程、東區30公尺道路等景觀工程

發包施工。明年也將接續辦理水

資源中心工程及西區60公尺道路

（含台電離岸風力輸電管線）工

程設計、發包施工等。

中科二林園區面積631公頃，目前

園區已核准16家廠商進駐，未來

勢必會有更多廠商進駐，期待開

發完成後，能為政府、廠商及地

方民眾創造三贏局面，讓二林園

區成為另一個高科技產業聚落，

為台灣再創佳績。

立法委員洪宗熠邀請廠商至二林園區投資設廠。

部的共同目標，讓台灣農業生技產

業發展越來越好。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中）、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二）與正瀚生技董事

長吳正邦（左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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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楊素琴

2018 FIRA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
8月 7日盛大展開
2018 FIRA RoboWorld Cup Was Grandly Opened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on 
August 7th

台中逢甲大学では、８月７日より2018年FIRAロボットワールドカップを開
催する

中科成功爭取 2018 FIRA主辦權
參賽規模創新高

2018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大賽8

月7日於臺中逢甲大學體育館盛大

展開，本局提前於8月1日在科技部

舉辦「2018 F IRA世界盃賽前記者

會」，說明自2月9日本局宣布成功

爭取FIRA主辦權、4月13日FIRA大會

主席Jacky Baltes教授親自頒發會員證

書並授旗後，計有台灣、大陸、巴

西、伊朗、菲律賓、馬來西亞、韓

國、加拿大、印尼、墨西哥、俄羅

斯及新加坡等12個國家、277支隊

伍，共計1,208人次共同參與，參賽

人次規模創下歷史新高。這是本局

結合臺中市政府、逢甲大學、高雄

科技大學、工研院、中科產學訓協

會、台灣機器人學會及程泰公司等

產官學研單位共同努力的成果。

帶動機器人風潮

從基礎扎根培養科技人才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在會中致詞表

示，人工智慧技術蓬勃發展，在

中科積極打造園區智慧機器人創

新自造基地的努力下，吸引各級

學校師生接觸機器人領域，中科

更爭取到FIRA世界盃主辦權，有助

促進國內技術發展，與帶動國內

設計機器人風潮。

本局局長陳銘煌表示，中科是全

球第一個經F IRA執行委員會邀請

以產業會員加入並主辦比賽的單

位，可與大肚山上萬家精密機械

廠商緊密連結；也與臺中市政府

合作，推廣臺中文化與美食，免

費提供「臺中e卡通」方便選手搭

乘便捷公車。臺中市政府代表專

門委員江振瑋則肯定本競賽之規

模，讓國際選手藉此機會認識臺

中。

FIRA主席Jacky Ba l tes致詞表示，

FIRA比賽可促進學研單位對智慧機

器人研究發展、培育年輕世代學

習機器人技術，並讓大眾了解機

器人應用發展，期望能吸引更多

人才投入，協助社會與產業界解

決相關問題。

接軌國際  拓展產業先機

在AI人工智慧及機器人學的發展

上，F IRA競賽佔有重要的地位與

指標，而在今年重大的發展突

破，是將HuroCup賽事中的跳遠

（Long Jump）提升進化為三級跳

遠（Triple Jump），引導參賽者思

考機器人躍起後的延續動作；對

於機器人行走速度、行走距離、

跳遠距離等能力，也都較以往有

突破性的發展。此外，

本局特別精心策劃臺中

市大德國小、中港高中

射箭隊與機器人同台射

箭，這更是全球首創，

令人期待。透過本次

競賽，期讓國內參賽團

隊與國際高手競賽、交

流，接軌國際，並從中

洞悉智慧機器人的發展

趨勢與契機，為台灣開

拓產業先機。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前排右四）、FIRA主席Jacky Baltes （前排左四）、FIRA 2018大會主席杜國洋（前排右
三）、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二）、臺中市政府專門委員江振瑋（前排左三）等與會貴賓於記者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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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鍾文博、魏銘志

中科積極鏈結國際  成果豐碩
CTSP Delegation Visited German & India to Build International Network

CTSPが積極的に国際交流を取り組んできた―今年からドイツのIISやFAU及び
インドのKITSと交流協定を締結している。

遠赴德國招商
鏈結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

為推動台德廠商交流，聯結台灣

和德國兩地高科技產業的創新生

態系統，強化台灣產業的成長動

力，本局局長陳銘煌率領由投資

組同仁、逢甲大學及中興大學等

9人所組成之招商代表團，於6月

底7月初赴德國，除簽署四方（本

局、逢甲大學、佛勞恩霍夫積體

電路研究所與愛爾朗根－紐倫堡

大學）瞭解備忘錄加強合作外，

並積極辦理招商考察行程，希望

加速二林園區與中興園區等招商

成果，及積極鏈結中科AI機器人自

造基地與國際合作能量。

Franka Emika CEO Philipp Zimmermann（左三） 與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四）等招商代表團合影。

德國、印度招商  馬不停蹄

● 6/30-7/8前往德國簽約及招商，與紐倫堡大學、Fraunhofer IIS及

逢甲大學簽署四方合作協約，並拜訪育成中心Zollhof、創新實

驗場域JOSEPHS®、AI發展中心Volkswagon Group DATA:LAB及園

區Munich Airport Business Park等單位，參訪智慧製造工廠BMW 

Plant及拜會德國Alpinion、Hekuma、Franka Emika與新創公司等進

行招商洽談。

台德四方－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右三）、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前排左一）、佛勞恩霍夫積體電路研究所

所長Dr. Albert Heuberger（前排右二）、愛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校長Dr. Joachim Hornegger（前排左二）共同簽
署瞭解備忘錄。

● 7/9-7/15前往印度經貿

參訪，於班加羅爾與印

度Karnataka州簽署合作

備忘錄、參訪Mediatek

印度分公司；參加世正

開發公司之班加羅爾

國際科技園區、拜會

Karnataka州政府官員；

參訪Hyderabad工業區、

拜會Telangana州政府官

員及參訪當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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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國際企業 
期為中科注入新能量

拜會的企業中，德國福斯集團負

責AI研究與應用之Data：Lab專為

福斯集團旗下多樣品牌之車廠如 

AUDI、Volkswagen、Skoda及Porches

等提供AI有效解決方案，如自動駕

駛等技術，未來可為中科AI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提供更多合作發展

能量，本局並積極邀請負責人Dr. 

Patrick van der Smagt至園區合作交

流。Franka Emika具有多功能且友善

教導式操控環境的機器手臂，未來

可提供自造基地良好參考學習平

台，本局也熱情邀請其CEO Philipp 

Zimmermann至園區自造基地合作

交流。Alpinion公司成立於2007年，

並已達到損益兩平，雖然公司規

模小，但利用其彈性及有效率之

服務優勢，勇於面對GE、Phillips、

SIEMENS等產業界巨人，其經驗非

常值得新創公司學習。Hekuma公司

表達希望進軍亞洲區光學隱形眼鏡

產業，招商代表團亦積極邀請該公

司至本局參訪，並將協助與中科廠

商上下游鏈結及引進園區。

吸收寶貴經驗  作營運參考

本招商代表團亦參訪德國佛勞恩霍

夫積體電路研究所展示之各項研究

成果，包括臉部表情辨識及AR/VR

模擬博物館與足球場等先進系統；

另拜會德國育成中心Zollhof及創新

實驗場域JOSEPHS®。Zollhof提供多

元性創意及發想空間給創客及學生

使用，通過審查後可以優惠方式進

駐6個月；另JOSEPHS®提供3個月

為期的方式，讓新創團隊產品有機

會與市場接觸及改善，這些經營方

式可作為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未來營運的參考。本次行程成果豐

Hekuma經理Stefan Naser（右五）與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六）等團員合影。

碩，預計將吸引更多德商前來園區

設廠及促成國際合作事宜。

前進印度矽谷  拓展產業鏈結

為落實政府新南向政策，本局7月

赴印度進行經貿參訪，於7月10日

與印度卡納塔克邦創新科技協會

台印三方－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左一）、印度卡納塔克邦創新科技協會（KITS）總經理K. 
Nagaraja（前排右一）及竹科管理局王永壯局長（前排中）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K邦科技部
次長Gaurav Gupta（後右二）、我駐印度代表處大使田中光（後左二）及科技組組長陳和賢
（後左一）一起為台印合作案見證。

世正開發公司提供之TIIP園區示意圖（TIIP園區窗口Emma Huang：emma@cdci.co; +886-975-07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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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nataka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ociety，簡稱KITS）及竹科管理局

共同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建立台

灣與印度的科技交流合作平台，進

一步拓展台灣科學園區與新南向國

家之鏈結。本次台印合作案在K邦

科技部次長Gaurav Gupta、我駐印

度代表處大使田中光及科技組組長

陳和賢的見證下，由本局局長陳銘

煌、竹科管理局局長王永壯及KITS

總經理K. Nagaraja共同簽署。

建立跨國合作聯盟 
提升科技創新能量

經駐印度科技組引介，近兩年來

印方與台灣科學園區交流頻繁，

數度互訪討論如何結合台印雙邊

產業的軟硬體優勢並加強科技交

流合作，最終促成本次三方合作

案，由負責推動K邦高科技產業發

展與投資業務之K I T S作為印方代

表，於具有印度矽谷之稱的班加羅

爾（Bangalore）進行合作簽署。本

合作備忘錄以促進台印雙邊科技產

業與技術發展及鼓勵創新創業為主

要目標，三方將持續交流與支援，

期藉此跨國合作平台，鏈結兩地高

科技產業及創新生態系統，特別是

AI與機器人相關領域之合作。這也

是中科繼106年4月與印度理工學院

海德拉巴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yderabad，IITH）

簽署備忘錄後，再次與印度指

標性科研機構締結合作，中科

未來將結合兩大印度夥伴，共

中科及竹科代表團參訪聯發科印度班加羅爾公司，由該公司無線通訊軟體開發部副總經理

林嵩堯（左三）及人資部資深經理Rony Antony（右三）接待。

1. 台灣印度經貿協會籌組之2018年印度經貿訪問團。

2. 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三）參與於TIIP園區舉行的印度
傳統動土儀式。

1

2

同提升雙邊產學研國際合作能量，

為台、印人才培育及創新科技發展

激發更多成長動能！

班加羅爾科技創新園區

以「台灣研發 印度製造」為目標

本次赴印度行程配合台灣印度經貿

協會籌組之經貿訪問團，由東元集

團會長黃茂雄領軍，率領有意前進

印度布局之台灣廠商與公部門代

表共赴班加羅爾及海德拉巴等地進

行觀摩，瞭解當地投資環境與發展

機會，並見證世正開發公司於班加

羅爾投資開發的科技創新國際園區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Park，簡稱TIIP）的動土典禮。TIIP

園區具地利之便，離機場僅有20分

鐘車程，往來市區交通便利，園區

佔地約64公頃，第一期28公頃預

計一年內可完成基礎建設；該園區

是以「台灣研發、印度製造」為目

標，未來將做為在地性產品的測試

生產基地。世正公司對印度市場的

成熟經驗，將有助打造TIIP園區成

為台灣企業前進印度的首要據點，

歡迎中科廠商響應政府新南向政

策，共同參與開發印度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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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中科展區內計有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善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愛民衛材股份有限公司、新廣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承鋆生醫股份

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此外，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瑞基海洋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利得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綠茵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金醫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靚德生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台灣美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7家廠商亦獨立參展，展

示各項自行研發產品成果。

第
16屆「2018台灣生物科技大

展」7月19日至22日於台北南

港展覽館四樓展出，總統蔡英文蒞

臨主持剪綵儀式並參觀展區，而科

技部轄下竹、中、南三個科學園區

生技廠商、生科司生醫產業創新推

動方案執行中心及生技醫藥核心設

施平台，共同組成「科技部科學園

區主題館」，展現科學園區廠商最

先端的生物科技及研究成果。在今

年傑出生技獎中，本園區廠商正瀚

生技榮獲「傑出生技產業金質獎」

殊榮，實力再度獲肯定。

生技廠商共襄盛舉  展現豐沛能量

此次展覽，本局邀請園區生技廠商

共襄盛舉。中科展區內的藥華醫藥

衛材則是醫療用護具、骨外科復健

用輔具及醫療級彈性襪等頂尖專業

製造商；新廣業為呼吸科醫療耗材

製造商，展出手動甦醒球、呼吸／

麻醉面罩、CPAP面罩等；承鋆生醫

致力微創手術影像系統開發，已獲

多項專利，並獲歐盟醫療器材CE認

證許可。為關心園區生技廠商展出

成果，本局副局長許茂新於7月19

日前往展場一一訪視廠商，瞭解展

出情形。

2018生技展再次匯集三個科學園區

生技廠商共同展出，展現科學園區

豐沛生技研發能量，本局亦將秉持

一貫熱忱服務廠商的精神，持續帶

領園區廠商向前邁進。

科技部科學園區主題館－中部科學園區展出

情形。

本局副局長許茂新（左六）與參展廠商合影。

展示對抗血液腫瘤及慢性肝炎的突

破性新藥研發成果；善德生化展出

洗腎用血液透析迴路導管、動靜脈

捛廔管針、輸液系列產品等；愛民

Aug.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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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楊素琴

2018台灣生技展  中科廠商齊聚新焦點
Bio Taiwan 2018 

2018年バイオ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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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建管組 陳妍君

中興新村活化專案辦公室成立囉
Special Assignment Office for Chung Hsing New Village 
Revitalization Was Established!

中興新村活性化オフィスの設立

務十分熟稔，深獲同仁愛戴及長官

肯定。他致詞時表示，很高興能與

臺中關團隊一同努力，也期盼臺中

港區相關業務機關及業界先進夥伴

們繼續惠予支持及配合，共同打造

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關務長履新
An Inauguration Ceremony Was Held for New Director Ming-Hsing Yeh, 
Taichung Customs, Custom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財政部関務署の葉明星台中関務長の就任式
文、圖／工商組 吳傳棻

原
臺中關關務長陳依財奉財政

部核定，調任臺北關關務

長，並由基隆關副關務長葉明星接

任，交接典禮由新任關務署署長謝

鈴媛監交，現場50餘人參加觀禮，

冠蓋雲集，場面溫馨隆重。

謝署長首先讚許陳關務長的績效，

並讚揚新任葉關務長為人親切誠

懇，做事積極，同時期許他帶領臺

中關全體同仁提供更便捷的通關服

務。

葉關務長於66年進入海關服務，

逾40年關務生涯中，曾服務於關

政司、關務署、基隆關、臺北關和

臺中關，對於查緝、徵稅等核心業

關務署署長謝鈴媛（右七）、關務署副署長彭英偉（右八）、臺北關關務長陳依財（右九）、

臺中關關務長葉明星（右六）合影。

便捷通關環境。他特別提出「賡

續加強查緝走私」及「廉能、安

全、便捷、服務」二大願景，期

勉全體同仁精益求精，攜手共創

更亮麗的成績。

因
應行政院於今年1月5日核定

中興園區範圍縮減至南核心

區，中興新村北核心與中間生活區

後續交由國發會進行活化及管理維

護，歷經半年多的規劃與財產盤

點，國發會7月20日於省府大樓正

式舉行「中興新村活化專案辦公

室」啟動儀式。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致詞表示，活化

辦公室下設廳舍調配組、宿舍運用

組及公共設施維運組，並由國發會

副主委曾旭正接掌辦公室主任，

希望以鴨子滑水、一步一腳印的

務實方式執行，並由活化辦公室

作為各位里長的單一窗口。陳主

委也特別感謝中科管理局過去8

年的在地經營，她並表示，活化

工作有賴相關部會通力合作、整

合資源，並與地方積極溝通，即

便無法一步到位，但相信在不久

的將來，中興新村就能展現新的

繁榮風貌。
中興新村活化專案辦公室由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右五）、

立委許淑華（左三）等人揭牌。

園區要聞 Park News園區要聞 Park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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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基地 Robot Fun

文、圖／投資組　張豪君、沈慈雅、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計畫辦公室 江育正、舒靜珉

科技山手線  連結你我的 AI基地
Technology Exhibition Held in CTSP AI Robotics Hub

CTSPのスマート製造とロボティクスハブにおいて、科学作品展を開催した

今
年暑假，「中科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熱度持續，

由科技部主辦的「2018科技山手

線．連結你我的A I基地」暑期科

技展，7月20日在科技部部長陳

良基、科國司司長黃心雅、臺中

市政府副市長林依瑩、AIT─環科

衛生官Anna Wang、高瞻計畫召

集人李德財、GLOBE亞太區主席

Dr. Desh Bandhu、GLOBE計畫召集

人林沛練、泰國IPST Dr. Nisakorn 

Saengprachum及本局局長陳銘煌等

貴賓共同參與下，在中科自造基地

盛大開幕。

人潮踴躍  萬人空巷

展覽共有102個展覽攤位，分別在

自造基地1樓規劃「微笑  高瞻扎

根」展

區 及 2

樓規劃

「彩虹 

科轉創

新」，

展示高

瞻與前

沿科轉

計畫的

成果；

另外，在3樓則舉辦GLOBE Taiwan 

Science Festival，邀請印度、泰國、

菲律賓的師生來台發表科學作品；

3樓也規劃動手做專區，集結前沿

與高瞻兩大人培計畫之成果，展現

學研合作教育實力，並進行實務教

學與落實大眾推廣。在20日至22日

三天的展覽期間，湧進近萬人潮！

本次活動的舉辦場地「中科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為一座地下一樓、

地上4樓的建築，它是在行政院前

瞻基礎建設經費挹注下設置而成，

目的為培育未來關鍵技術人才，本

身就是一個能夠讓有想法的Maker

能夠盡情揮灑創意的空間。而配

合本次展覽，自造基地也開放1樓

「競演擂台」的show-room區及B1

的「創客工場」，讓這次展覽面貌

更豐富而多元。

1.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左）視察創客工場舉辦之活動。
2.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右四）、科技部科國司司長黃心雅（右三）、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二）訪
視1樓「微笑 高瞻扎根」展區。

3. 2樓「彩虹 科轉創新」展區，廠商向科技部部長陳良基介紹成果。

4. 3樓舉辦GLOBE Taiwan Science Festival，泰國學生向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二）、AIT環科衛生官
Anna Wang（左一）、GLOBE計畫召集人林沛練（左四）介紹科學作品。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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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基地 Robot Fun

中科自造基地場域介紹

B1創客工場Maker Garage

位於地下一樓，是自造者（Maker）

與夢想者創作實踐的場域，提供AI

智慧機器人相關之組裝、應用、開

發等設備，創客家們得以從中培養

第二專長與自造精神；透過實際動

手做與驗證的過程，搭配各種理論

和內容，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創客工場共分為6區，包含3D列印

區、金工區、CNC加工區、木工

區、電路製作區及開放組裝工作

區。透過完善的空間與設備建置，

輔以空壓及集塵輔助系統，在安全

完善的環境下，提供業餘與專業自

造教育家培訓營隊（課程、實作及

成果競賽）之所需；讓創客家發揮

創新與創意，帶動自造風潮。此區

目前已全面開放預約使用，採會員

制，相關規定及預約方式請至中

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官方網站

（https://ctsphub.tw/）瞭解。

1樓競技擂台Demo Round

在空間設計上包含可變動式展場／

競賽場／半開放式有特色之自造者

組裝工作區，以靈活統整運用空間

方式達到全方位使用。展示空間包

含日商安川電機與發那科、台達

電、新漢、勤堃、勵德自動化、經

緯航太及工研院智慧機器人設備等

多技術展示與呈現，展示空間不僅

提供國內外機器人跨領域應用產業

一個能夠展現技術能量、交流互動

的平台，進而加速產業交流串接與

技術提升之效益。

2樓點心方舟Foodie Ark

以美味點心為靈感的泉源來發想，

設置輕食、飲料及方便休憩之桌椅

等供自造者使用，設置有大型液晶

螢幕，以播映基地宣傳影片，定期

舉辦網路社群交流分享會，提供

Maker創新、創作、創業之經驗分

享的園地。

3、4樓腦波強化機Cerebro（大型多
功能球形展示廳）

本區是產業解題的指揮中心，建置

智慧機器人研究單元，因應工具

機、航太、水五金等中科三大特色

產業問題，透過機器人與工業4.0技

術，使工具機產業再升級，從精密

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航太零組件

生產製造條件要求嚴苛，尋求導入

機器手臂進行航太零件高精度加工

組裝；由機器人學習老師傅研拋技

藝，避免勞工暴露在傳統水五金研

磨之高溫、噪音及充滿粉塵的惡劣

環境中工作，改善工作環境品質，

為上述產業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1. 自造基地B1創客工場─立式帶鋸機實作區。     

2.3.4.自造基地有完善的空間與設備建置，已全面開放預約使用。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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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廖麗雲、蕭富仁、陳惠楓

機器人活動強強滾  精彩不斷電
Information on Various Robot Technology Promotion Activities

ロボット活動

本
局推動智慧A I課程不遺餘

力，暑假期間在台灣各地舉

辦機器人系列活動，包括人形機器

人、mBot夏令營、智高機器人、火

流星機器人活動等，每一場都叫好

又叫座，獲得極大的迴響。

‧mBot夏令營前進台東

本局鏈結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

心共同合作，為啟發偏鄉學生對

自造機器人的能力，13日在台東

TTMaker原創基地舉辦「123 機器

人：智慧教育動手做記者會暨兒童

體驗課程」。本次活動特別移師台

東縣，透過講師的教學，使學生從

操作mBot的過程中學到機器人相關

知識，且從孩童的笑顏中也看到了

中科機器人自造基地展現成果。

台東縣縣長黃健庭致詞時，除感謝

本局把機器人搬到台東辦夏令營

外，更希望爭取與中科有長期合作

機會；國發會主委陳美伶致詞時表

示，中科已建構優良的智慧機械

生態體系，也吸引日本優秀機器人

廠商進駐中科，對於國內整體產業

發展具成效。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

表示，機器人自造已經蔚為一種熱

潮，中科翻轉偏鄉教育，均衡台灣

東西岸科技教育之發展義不容辭。

本次藉由機器人課程，帶領孩子動

手實作，同時提升機器人教育風

氣，為國家培育出下世代的小小創

客！ 

‧智高體驗營

截至7月24日，「智高體驗營」已

超過100所學校、逾1,100人報名參

與活動，舉辦地點除台中園區智慧

機器人自造基地外，7月10、17及

1.「智高體驗營」虎尾園區學員動手
做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使用齒輪。

2.「智高體驗營」二林園區學員將
精心製作的成品拿出來PK。

3.「智高體驗營」中興園區學
員回答問題十分踴躍。

4.參與mBot機器人課程的
小朋友開心地學習如何

實際操作機器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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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智慧機器人
自造基地活動預告 

機器人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8/1~8/2 mBot夏令營

8/25~8/26 FRC季後賽

8/7、8/14
8/21、8/28

智高體驗活動【創意齒輪玩科學】
對象：幼稚園學童、國小一∼三年級

8/2、8/9
8/16、8/23
8/30

智高體驗活動【陀螺儀飛輪機器人】
對象：國小四∼六年級、國中生

8/3、8/10
8/17、8/24
8/31

智高體驗活動【氣壓動能機械手臂】
對象：國中生、高中生

課程、論壇
日期 活動名稱

8/1 終端效應器設計與應用實務

8/11~12 3D視覺物件辨視技術應用實務

8/11~8/12 FRC機台組裝課程

8/15 達明智慧協作型機器人介紹與應用（4）

8/17 台達工業機器人課程（6）

8/23~8/24 FRC教師研習營

8/28~8/29 進階數值化版權軟體

8/29 AI與機器人新創聯合展示論壇

蘿蔔頭之夜

日期

8/9、8/23

活動名稱

蘿蔔頭之夜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活動資訊網址：

http://ctsphub.tw/category/activity/events/活動持續新增，實際時間請見網路公告

24日也分別到虎尾園區（雲林）、

中興園區（南投）及二林園區（彰

化）辦理，讓自造教育向下扎根，

培養創意應用，帶動中部地區智慧

機器人實作風潮。

由於虎尾園區、中興園區及二林園

區等3場次是首次在台中園區以外

園區辦理機器人課程，報名相當踴

躍，因此本局於虎尾園區及中興園

區場次還加開一間教室，並增加一

名 授 課 老

師，才能滿

足報名的學

生。活動也

開放家長陪

同 ， 現 場

大、小朋友

齊聚一堂，

常 見 祖 孫

檔、父子檔、母子檔或兄弟姊妹檔

共同學習操作積木及齒輪，發揮創

意親手創造生活中常見的物件，如

手堆車、小汽車、風車、機車、提

升機、測距儀等，並從中了解積木

原理、齒輪動件與機構概念。

此外，本局於暑假期間還開辦

多款機器人夏令營，包括7月

10~11日「戰鬥型機器人」及7

月24~25日「火流星人形機器

人」等，學員反應熱烈，共有逾

140人報名參加。

國發會陳美伶主委（左二）、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左一）關心mBot機器人
課程小朋友上課情形。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左三）、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左二）、

台東縣縣長黃健庭（右三）模仿本局提供的火流星機器人 
POSE 一起留影。

自造基地 Robot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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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新夥伴  New Tenant

文／投資組　劉志虔

中科生力軍—銓寶工業、優美特
New Forces at CTSP: CHUMPOWER MACHINERY CORP. & Unique Materials 
CO., LTD.

パークに新たに二社増―チャンパワー工業とユニマット

功能模組：生產資訊、維修保

養、能耗分析、生產管理及進

階模組，透過機聯網、大數據

蒐集，可提供吹瓶廠日常管理

分析一切所需。此外，維修保

養系統可將機台生產資訊進行

分析，俾利機台提前預警、保

養，避免產線停線。本項產品

之單腔生產速度最高達到每小

時2,250支，為市場上最快之直線式

PET吹瓶設備。

優美特

優美特公司使用量子點為材料，其

為一種奈米級的半導體晶體，在經

過電或光的激發後可以發光，而且

不像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具

有壽命短的缺點。由於優美特公司

於鎘系量子點大量合成技術之突

破，能生產穩定性高、發光效率高

之量子點，具有領先全球之核心技

術。

其所生產的硒化鎘（CdSe）量子

點可應用於薄膜、Mini LED及Micro 

LED；硫化鉛（PbS）量子點則可

應用於太陽能面板披覆，提高太陽

能之轉換效率；其他量子點應用於

核磁共振攝影（MRI）顯影劑及生

醫材料。依據ＭarketsandＭarkets.

com 2015年分析量子點材料於各個

領域的應用，預計可在2020年達到

47億美元的市場，從2014年到2020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C A G R）為

63.61%，是相當具有未來性的潛力

材料。

銓寶工業

PET一段式吹瓶機係針對藥品、化

妝品、洗沐用品等追求高品質之高

端產業需求所開發，該機型整合瓶

胚射出與拉吹成型兩大功能，僅需

購入原料即可完成PET瓶生產。採

一機一站式完成的生產方式，瓶胚

在輸送過程中不會與其他物件接觸

碰撞，減少汙染的機會。成品亮麗

完整無刮痕，能滿足日用化學工業

產品對外觀高品質、具玻璃般的成

品要求，最適合少量多樣、高單

價、高品質瓶型生產。

射吹灌旋一體機將傳統射胚、吹

瓶、灌裝、旋蓋四個工序步驟集成

到一台機器上一站完成，適用於生

產容量600毫升到5公升之產品，即

食品、水、飲料等中產能生產線。

由於具備四機一體的特性，相較於

傳統式機台可節省佔地面積及能源

消耗，另外也可降低生產製程中可

能的接觸汙染，提供更安全成品飲

用品質。

PET智慧直線式吹瓶機具有5個主要

銓寶工業、優美特小檔案

科技部第43次園區審議委員會核准銓寶工業、優美特進駐

中科；前者在中科投資金額為新台幣5億元，主要研發製

造PET一段式吹瓶機、射吹灌旋一體機及PET智慧直線式吹

瓶機；後者在中科投資金額為新台幣7,000萬元，主要研發

製造量子點，主要被應用於照明與顯示器材料。

圖片來源：優美特。

1

2

1.2. 銓寶工業產品（圖片來源：銓寶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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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SH 智慧系統」
用 APP監控魚塭

富宸從事工業自動化已有20年經

驗，由於高階主管徐緯祥及管彥鈞

皆為農家子弟，兩人很希望農業也

能導入先進科技，以創造更佳的利

潤，所以時常尋找適當的切入點。

4、5年前，富宸在因緣際會下與農

試所合作，並為其開發智慧管控

系統，正式跨入智慧農業領域，

此後，更成功研發「iFISH」智慧系

統。

過去，養殖業者為了避免因管理疏

失必需常常巡場，以防水溫過冷過

熱，或是魚塭含氧量不足而導致魚

群暴斃，而「iFISH」智慧系統利用

「異常警報系統APP」，可遠端監

控魚塭含氧量、PH值、溫度、水

車狀態等，一旦有異常狀況，APP

會自動傳簡訊至漁民手機，讓他們

直接從手機、電腦或平板控制設備

的開關，進而減輕漁民的工作量。

而且富宸兼具軟體開發與硬體建置

能力，採一條龍服務，可以提供客

製化服務，所以產品不僅適用於漁

業，農作物也一樣可使用。

以智慧科技助農業邁向 4.0—
富宸自動科技
Fu-Chen Auto Technology Corporation Develops Smart System to Monitor Fish Farm 

スマート農業―富宸自動科技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富宸自動科技

新創團隊 The Starup Journey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7

富宸自動科技
小檔案

新創團隊富宸自動科技成立於

97年，專精自動化設備開發

與系統整合服務，擁有多項專

利。合作產業包括：半導體

業、印刷業、製罐業、管件加

工業、木工業，CNC產業、

專用機產業、機械手臂跟自動

化設備等。近年來更將公司系

統整合技術從工業導入農業，

為農業發展注入新動力。

聯絡人：管彥鈞

電話：0925-866051

期望集眾人力量

讓台灣農業邁入 4.0時代

徐緯祥說，傳統農業是「看天吃

飯」，過去人們憑藉經驗預測氣候

變化，並做相應的調整，但這樣的

作業方式已無法應付如今的極端氣

候，若能針對不同作物建立空氣溼

度、土壤酸鹼度、含水量、氣溫等

農業大數據，才能真正落實農業智

慧化。而台灣多元的氣候及環境在

農業大數據的蒐集上占有極大優

勢，但這不僅需長期記錄，更需

產業鏈通力合作。所以富宸在進駐

中科後，希望能藉由中科提供的平

台及資源，加強與產學界的交流合

作，集眾人之力，以智慧科技協助

台灣邁入農業4.0時代。

1. 「iFISH」智慧系統管
理魚塭的狀況。

2. 利用遠端監控，可減
輕漁民的工作量。

1

2

富宸開發的智慧系統的畫面簡潔，

使用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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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立委李麗芬、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王永和、國網中心主任謝錫堃
在計算主機「台灣杉」前合影。

Aug. 201818

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以大數據迎向未來 
國網中心將推出自製 AI 雲端平台
NCHC Launches AI Cloud Platform to Serve Taiwan High-Tech Industry 

國網中心がAIクラウドプラットフォーム構築に着手する

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劉淑馨、圖／投資組 沈慈雅

人
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I）的發展，是希望有一天

機器能建構出跟人類相似甚至超

越的各種能力，如推理、知識、

學習、交流、感知和操作等，進而

協助人類提升生活品質。而這個願

景，可望經由機器的「深度學習」

來逐步實現。以人工神經網路演算

法為主的「深度學習」，是讓「機

器學習的技術」透過大量數據進行

訓練，讓機器透過學習擁有判斷與

預測的能力。面對這些海量大數據

的處理，高速計算資源就變得不可

或缺。

建置基礎建設  盼帶動技術創新與
投資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

算中心（簡稱「國網中心」），於

民國8 0年成立，擁有全台唯一共

用之大型計算平台及學術研究網路

設施，以「成為國際級高速計算中

心，促成科學發現與技術創新」為

願景。自成立以來，國網中心致力

提升台灣高速計算與網路基礎設施

能量，規劃執行先導性高速計算、

雲端運算、大資料計算之方法與應

用研究，以專業技術與平台服務學

研產官各界。

因應A I時代的來臨，國網中心在科

技政策的支持下，將著手建置國家

級A I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發

展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

務，並規劃成立研究服務公司，著

重產業應用橋接與人才培育，期望

帶動國內產業技術創新與引導投

資，形成區域創新生態體系與價

值。

高效能 AI雲端平台  促產業發展

此外，國網中心將國內首部計算能

量達Pe t a等級之公用計算主機「台

灣杉」（Taiwania）建置於中部科

學園區內，可以更方便服務園區廠

商。「台灣杉」具有更密集和更節

能的特點，由630個純CPU之計算

節點與64個C P U加G P U加速器之

計算節點所共同組成，擁有25,200

個Inte l CPU核心、2 5 6個nVIDIA 
P100GPU及3.4PB巨量儲存，總計

算能量將超過1.7PFLOPS，目前已

正式公開服務。

接下來，國網中心將以1 0億元打

造計算效能達7P F LO P S，儲存容

量達5 0 P B的A I雲端平台，和中部

科學園區剛啟用的「台灣杉」比鄰

而居，預計今年年底試營運，屆時

將為園區廠商提供服務。本中心所

提供為泛用型計算主機，可提供多

種領域的計算服務，包含物理、化

學、數學、大氣科學、工程應用、

生命科學等。除商業套裝軟體外，

系統亦提供數種編譯器與MPI函式

庫供研究人員自行開發計算程式，

對於產業在設計製造、資料分析與

預測模擬等應用上，將有顯著的效

能提升，成為台灣研究開發基礎的

新核心，同時也將是持續發展各類

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應用的重要

關鍵。國網中心期望能促進台灣整

體產業與經濟發展，對科研及創新

價值做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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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講堂 Training Session

中
科后里園區即將誕生全新公共藝術

作品！本局7月11日至17日於1樓大

廳展示「台中暨后里園區公共藝術設置計

畫（第三期）」入圍決選作品模型展覽，

並於17日下午4時邀請入圍決選藝術家團隊

進行導覽，同時進行票選及抽獎活動。期

間民眾票選相當踴躍；本次藝術家導覽活

動熱絡且生動，各藝術家皆侃侃闡述各作

品創作構想，與會民眾聽到皆津津有味且

討論熱烈，其間不乏作品提問，藝術家亦

從容回應各方疑義，整個活動就在歡愉氣

氛下畫下句點。

管理會計創新：作業價值管理研討會
Seminar on 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エーブイエムゼミナール

文、圖／工商組　羅幼珍

講師林信江精闢的分享讓參與人員滿載而歸。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二）、副局長施文芳（右一）、副局長許茂新（右二）

聆聽藝術家導覽。

公共藝術決選  未來美麗新亮點
Exhibition for Finalist Model of CTSP Public Art   

CTSPパブリックアート  決勝進出作品の展示
文、圖／營建組　鄭育昇

本
次研討會目的在協助企業瞭解企業產品、顧客、員

工、部門及通路別等之成本、利潤及價值的整合性因

果關係的資訊，作為管理者決策時的參考依據，透過作業價

值管理（AVM）各模組的學習，企業可以充分瞭解此制度的

精髓，並實際在企業內部實施AVM。

本研討會內容包含AVM理論及精髓、AVM效益及AVM系統介

紹等議題，特別邀請政治大學商學院整合性策略價值管理研

究中心副執行長林信江擔任講師。林執行長為AVM的專家，

當天有中區院校及中科園區廠商相關業務及資訊人員共50多

位人員參與，出席情形踴躍，經由林執行長的經驗傳承、實

際案例講解及與會人員交流分享，讓參加人員滿載而歸。

本案初選藝術家作品共計13家，其中入圍決選作品有3家，1.葛菲雅奇視像空間設計有限公司【域見花彩繽紛、資通

山水】、2.蔚龍藝術有限公司【飛躍AI-I、飛躍AI-II】及3.形意藝術空間有限公司【驚蟄、根．源、漫．憩】，本局針

對入決選作品舉辦模型展覽暨藝術家導覽活動，並於7月18日決選優勝作品，目前正辦理優勝作品鑑價等後續事宜，

俟簽約後公告決選優勝作品並進行作品施設，敬請關心本案民眾耐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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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環安組 洪進源

寓教於畫

工安環保健康繪畫比賽特優作品賞析
Appreciation of Winning Works in 2018 CTSP Children's Painting Competition

CTSP絵画コンテスト2018　優秀賞作品の鑑賞

得獎名單公布網址

本
局為提升勞工職場安全衛生與環保相關

議題之重視及參與，於每年工安環保健

康月中規劃兒童繪畫比賽，以寓教於「畫」

方式，讓工安與環保意識從小扎根，邀請園

區周邊學校學生踴躍投稿參賽。本次投稿參

賽作品共計有398件，分別為幼兒組204件，

小學一∼三年級組135件，小學四∼六年級組

59件，經美術專業老師審查後，各組得獎名

單已公布於本局官網（https://ppt.cc/fqiZVx），

將訂於8月8日FUN電影時間前（時間：18:10

∼18:30，地點：本局101會議室）舉行頒獎儀

式，各組特優作品簡介如下：

作品名稱：施工安全

作品賞析：

1. 主題明確、色彩明亮，人物表情生動，

背景空間感佳。

2. 提醒施工安全，表達出勞工的辛勞及作

業現場應做好工安防護，積極正向。

幼兒組特優作者：柯淳方

小學一∼三年級組特優作者：周萱旻

小學四∼六年級組特優作者：林子淳

作品名稱：請給黑面琵鷺

一個生存空間

作品賞析：

1. 主題符合環境保育，傳

達出生態環境的重要

性，人、萬物及環境共

榮共生的理想狀態。

2. 畫作主角黑面琵鷺的表

情極為生動、可愛，畫

面色彩層次豐富，構圖

也非常大方。

作品名稱：不健康的環

境，不健康的水

作品賞析：

1. 主題明確、豐富，倡導

環境安全、生態環保，

簡明扼要。

2. 傳達出人賴以生存最重

要資源－水。

3. 人類大量工業汙水排放

及製造空氣汙濁，最後

會自食其果的品嚐自己

所「創造」的結果。

4. 畫面風格成熟。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20 Au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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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陳恕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1

平實卻不平凡的德意志交流
NEHS@CTSP Students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German Sister 
School Exchange Program 

ドイツ姉妹校訪問―NEHS@CTSP生徒感想文

2

3

中
科實中兩位老師和高一 1 4

位學生6月29日至7月15日到

德國多貝爾盧格－基爾夏因教會

學校（Evang.Gemeinschaftsschule & 

Gymnasium in Doberlug-Kirchhain）進行

短期交流。此行希望修過德語基礎

課程的同學，可以透過短期交流驗

證自身所學，更希望同學透過親身

體驗，瞭解德國日常家居生活，拓

展視野與國際觀。

體驗異國文化  增廣見聞 

本次的行程多元且豐富，其中11

天，中科實中同學需與德國友校所

排定之德國學伴朝夕相處，不管是

上學、入班上課、準備晚餐、出

遊，在在讓兩個國度的陌生人拉近

距離。特別是同學們在入班上課

時，感受到跟台灣不同的學習氛

圍，授課教師們常常以開放式的課

題引導同學討論，而同學也都能有

條不紊的表達意見，這是在台灣課

堂上比較少見的景象。另外，同學

在homestay的德國家居生活，也帶給

他們不同的體驗，雖然雙方僅能以

簡單的德語及英語溝通，或是經由

肢體語言互動，每個人都感受到德

國home爸、home媽的熱情招待，讓

大家在離別當天落下不捨之淚。

眼見為憑  印證所學

此行還有一個重頭

戲，即是探索柏林

城市。在訓練同

學學會搭乘柏林

電車及交代安全

事項後，同學們

在最後幾天便前

往參訪波茲坦腓特

烈大帝的忘憂宮、

五大博物館（貝加蒙

博物館、老博物館、新

博物館、博德博物館、老國

家美術館）、柏林圍牆、恐怖地形

圖、查理檢查哨、布蘭登堡門，讓

同學眼見為憑，印證課本中所陳述

的世界文化，也讓此次的交流活動

更有意義。

此次赴德國的交流活動，希望能讓

學生從中學習增長見識，並且瞭解

不同於台灣的異國文化，相信必能

使他們有許多收穫。

1. 一起做披薩，樂趣橫生。
2. 文化交流寫春聯。
3. 台德學生欣賞教堂音樂會
後留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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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光年來中科  環遊世界免出國 
NEHS@CTSP Promotes Foreign Languages Learning in Response to Global 
Understanding 

グローバル化に対応した外国語教育推進

文、圖／中科實中 施勇廷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22 Aug. 2018

中
科寰宇視野講座暨靜宜二外

體驗活動，7月24日起連續3

天於中科實中熱鬧展開。本活動結

合中科寰宇文化講座，並結盟靜宜

大學外語學院師資，帶領中區百名

學生認識日越德西四國文化，幫助

各校高一新生探索二外課程學習性

向。活動首日安排講座，告訴學生

如何學好外語，在介紹語言時，讓

學生認識各國文化特色，不管是新

南向「越南就在你身邊」，還是說

西語區「拉丁美洲生活趣」、歐盟

圈「歐洲多元風情話」，都讓學生

從心體驗，提升學習動機。活動次

日則由靜宜外語學院4種不同語言基

礎學習課程，讓學生小組跑班，一

天內跑遍歐亞。

開展國際視野  成為搶手人才

靜宜外語學院院長曾麗蓉表示：

「國際化強調跨域、跨境、跨國流

動，希望學員透過活動，培養多元

文化理解能力，成為未來國際行動

人才。」中科實中校長林坤燦也

說：「資訊數位時代，世界公民更

顯重要，期冀學生經由課程改變傳

統思維，開展國際視野，與

世界人才競爭。」活動最後

一天，學生從做中學，不

管是學習日本太鼓、做

西班牙海鮮燉飯、於

成果發表時表演二

外短劇，都讓學生體會學習語言不

只符號，而是日常生活大小事。

推廣第二外語教育  帶起學習風潮

中科實中為推廣中區第二外國語文

教育，8年前辦理首屆中區高中第二

外語營隊，連續8年推動二外從不間

斷，成功帶起第二外語學習風潮。

早在新課綱推動前，高一新生必選

修一門第二外語；未來新課綱上

路後，二外學分則列入校訂必修課

程。近幾年來，二外課程結合專題

研究，加深加廣二外學習面向，透

過歌德課堂計畫，簽署德日夥伴學

校，開設新南向越語班，辦理雙方

跨國短期交換學生計畫，不管中科

校內交流還是海外學習，提供學生

接軌國際機會，進而培養未來世界

公民。

1. 靜宜大學西文系蔡德士教授帶領學生製作西班牙特色料理。
2. 本活動由中科實中與靜宜大學合辦，由靜宜外語學院開設四語體
驗課程，共有將近百名中區高一新生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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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萌牛費迪南

◎ 放映時間  107/8/8（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動畫
◎ 片長  1小時48分

一
隻外表看似兇狠，內心卻無比柔軟的公牛費迪南，在一次的

意外中竟然誤打誤撞地被選為鬥牛界驍勇善戰的明日之星！

愛好冒險與和平的費迪南（由約翰西南配音）是一頭被好心農夫及

其女兒收養的公牛，然而他平靜的生活就在被誤認為猛獸之後發生

巨變，並且被帶到他最不想去的地方－鬥牛訓練營。費迪南決心要

重返家園，這頭心地善良的公牛一路上認識了許多朋友，也改變了

這些朋友的生命，但他仍然有一個相當大的障礙必須跨越：他必須

在滿座的競技場中與鬥牛士普米羅對決。勇敢的他即便身處在鼓譟

的環境之下，依然不為所動，維持著善良和平的本性，也對身邊的

所有人帶來啟發。

本
局107年度環境教育課程於7月

6日辦理第二梯次，前往參訪

臺中市文山資源回收環境教育園區

及中科后里園區汙水處理廠。

臺中市文山資源回收環境教育園區

兼具垃圾減量及廚餘回收的功用，

是多元化資源回收再利用場所。全

國首創「餘樂園」將每天所產生的

廚餘回收後，經由堆肥、飼料化處

理後變成可用資源，運用於園區蔬

果花卉栽培和狀元雞飼育，達到多

元化廚餘回收教育宣導之功效，讓

同仁實際感受廚餘再利用的實質效

益。

中科后里園區汙水處理廠藉教學

互動思考水資源的重要性，並由科

學實驗讓同仁體會汙水處理的過程

中，水質的變化情形，透過瞭解汙

水廠處理流程及原理，達到惜水、

愛水的體悟，並推廣良好節約用水

習慣。

普

文、圖／環安組 盧德笙

環境教育課  珍惜資源一起來
Observation Tour to Wenshan Recycling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k & Houli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后里パークの汚水処理場と文山リサイクル環境公園において
環境教育のトレーニングコースが開催された

本局參加同仁與臺中市文山資源回收環境教育園區講師童淑釵技士（前排右五）合影。

園區活動 Park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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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人推薦—大雄麵食館
CTSP Delicacy: Daxiong Noodle Restaurant

地元民に愛されるB級グルメ―大雄麵食館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楊素琴

營業時間：早上11點至2點、下午5點至9點

　　　　　週六及週日休息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四段885號（清泉崗基地附近）

電話：04-25661625（可外帶，無外送服務）

大雄麵食館

台
中清泉崗基地附近有許多美

食，其中有很多經由部落客

的介紹，在網路上享有盛名，但還

有許多小店，名氣雖然不響，卻因

滋味好、價格平實而飽受在地人喜

愛，位在中清路四段上的「大雄麵

食館」就是這樣的一家店。

乾淨實在的美味小吃店

有句話說「字如其人」，表示從字

跡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格，而在大雄

麵食館，則可以說「店如其人」，

因為已開業7年的大雄麵食館沒有華

麗的裝潢，外觀很樸實，雖然不會

讓人眼睛一亮，但煮食的流理台打

理得很乾淨，內用桌椅整潔有序，

地板也沒有黏膩感，用餐環境舒

適，就跟老闆一樣實在。

它有兩個招牌，特別的是招牌的名

字不一樣，面對中清路的大招牌是

「布袋鮮の蚵」，料理台低矮的小

招牌則是「大雄麵食館」。這是因

為老闆曾師承「布袋鮮の蚵」，開

店時以此為名，後來想以自己為招

牌，又以綽號「大雄」另起店名，

才會出現雙招牌並存的有趣現象。

也因為如此，兩個招牌吸引到的顧

客群不太一樣，前者因為醒目，吸

引往來的汽車族，而後者位置較

低，招徠的顧客以機車族或步行的

人為主。

餐點多元豐富  令人回味無窮

店內餐點多元，有飯、有麵、有水

餃，還有蚵仔煎。這是因為老闆曾

待過多家餐飲店，掌握各種食材選

擇及料理的「眉角」，加上他認為有

好食材才有好料理，所以嚴格篩選食

材供應商，只向信任的人取貨。

為了讓顧客吃到好吃又健康的餐

點，老闆每天早上6點半即開始準

備，並堅持餐點現點現做，就是要

讓顧客吃到新鮮美味的餐點。店內

的牛肉麵和水餃，是許多熟客的必

點美食，因為牛肉湯以純牛肉熬

煮，不添加任何香精、人工添加

物，大塊牛肉軟嫩不柴，健康又好

吃。而手工水餃皮薄餡多、味道鮮

美，還有特製的泡菜口味，滋味都

讓人回味無窮。

樂活中科 CTSP LOHAS

Aug. 201824

牛肉麵是不少饕客的必點菜色。

手工水餃用料實在，汁多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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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 CTSP Visitors

7/5 7/11 7/237/2

虎科大、泰國學者參訪自造基地。

四川省成都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

黃興國（前排左三）參訪中科，本局

副局長許茂新（前排左二）接待。

彰化師範大學參訪自造基地。

台中中小企業參訪自造基地。

彰化縣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參訪自造基地，由本局主任秘書林梅綉（前排左六）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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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文／投資組 沈慈雅 圖／陳大明
黑枕藍鶲  園區鳥蹤之

黑枕藍鶲小檔案

學名：Hypothymis azurea

特性：黑枕藍鶲（音翁）為台灣特有亞種，雄鳥頭後有一塊圓形

黑斑，如戴小帽，全身為美麗的寶藍色，雌鳥頭則為灰藍色，沒

有黑斑。牠們多半分布在低海拔的山林裡，在小樹枝上棲息，抬

頭挺胸的等待獵物。個性活潑的牠們飛行速度很快，鳴聲清脆宏

亮，以昆蟲為主食。

拍攝地點：西區綠帶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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