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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108年度 1至 6月份大事紀 

日 期 重  要  事  件 

(107)12/5 
發布施行「科技部科學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

法」。 

(107)12/25 
完成本局戶外設置「光的競速」及「光的調

色」大型LED燈飾裝置藝術，增添年節喜氣。 

1/7-15 

辦理108年度赴美國招商計畫，1月7日至9日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投資組同仁赴拉斯維加斯

參觀 2019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CES），並拜訪來自中科

園區之合盈光電等3家設展攤之廠商。另於1

月10日至12日分別拜訪芝加哥及洛杉磯之高

科技設備大廠，宣傳中科園區環境並吸引廠

商至中科投資設立公司。 

1/8 

科技部假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辦理「科

技部研發成果創業加速及整合推廣計畫（簡

稱 iCAN計畫）」第一場巡迴說明會。 

1/8 

科技部謝達斌次長率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

室、經濟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及本局林

梅綉主任秘書等同仁，參訪秀傳亞洲遠距微

創手術中心（IRCAD Taiwan）及舉辦「台灣

微創產業研發聯繫」會議，期透過此參訪交

流，瞭解台灣微創手術進展，並研商微創產

業發展策略，本次參訪由秀傳醫療集團黃明

和總裁及黃士維院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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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永安國小老師（約50人）參訪台中污水廠及

機器人自造基地。 

1/16 

國網中心邀請竹、南、中科管理局等單位進

行業務交流與經驗分享，本局陳銘煌局長特

地邀請上開單位前往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

地參觀創客工廠，現場除了各式自造設備

外，更有業師現場指導進駐的創客與廠商，

展現中科AI基地在推動創新、創造與創業方

面的強大能量。 

1/17 

本局與園區工會、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

會、臺中市好禮協會、臺中市公益團體於本

局行政大樓1樓共同舉辦「中科年貨大街」活

動。 

1/18 

為讓園區廠商瞭解108年度環安業務各項工

作重點、新修訂法規宣導及常見違法缺施

等，召開「環境保護、勞工安全衛生、勞工

行政業務年度工作重點宣導會」。 

1/18 

調整中興園區9條公車路線，使其穿越中興園

區，並將中興路站點遷移至中興園區中研路

上。 

1/21 
駐越南科技組許輝煌組長率科技部擬赴任駐

外人員參訪中科，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接待。 

1/21-26 

科技部許有進次長率竹、中、南科3園區管理

局局長共同赴日本招商。1月23日及25日在東

京及大阪各辦理1場次招商說明會，共吸引超

過百家日本企業到場，本局陳銘煌局長向與

會企業簡報中科開發現況、投資環境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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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等，藉此吸引世界知名廠商前來投資。1

月24日本局陳銘煌局長率隊赴京都研究園區

與該園區代表取締役社長小川信也簽署軟著

陸合作協定，預期可嘉惠雙邊廠商進行交流

互動，創造跨國合作契機。 

1/22 
本局與法務部臺中地檢署共同舉辦「營業秘

密保護與犯罪偵查」座談會。 

1/23 

台灣永續發展基金會舉行「2019探索台灣」

活動，參訪本局台中園區污水廠及機器人自

造機地。 

1/29 
日商立華實業有限公司代表取締役上田道富

率隊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1/30 於后里園區召開「綠10-2環差案」研商會。 

1/30-31 

本局在中科實驗高中體育館舉辦「2019 FRC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FIRST機器

人競賽）台灣練習賽」，計超過400位師生報

名熱情參與。 

1/31 召開「CSR重大主題鑑別」討論會。 

1/31 

本局與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心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辦理「亞洲

矽谷創新創業鏈結計畫－預見新創」計畫評

選說明會。 

2/11、13、15 

於台中與后里園區、虎尾與二林園區、中興

園區，辦理本局「108年度新春祈福祭祀典

禮」。 

2/14 
召開「七星園區敦親睦鄰健康照護計畫契約

書第2次研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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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本局藉108年春安期間加強勞動檢查實施計

畫辦理「108年度春安期間安全衛生(施工架

及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宣導會。 

2/19 
環保署督察總隊召開「台中園區擴建用地(原

大肚山彈藥分庫)環評監督現地查核」會議。 

2/20 
辦理「108年度勞工退休制度及法令說明會」 

，參加人數計80人。 

2/20 
環保署永續發展室簡慧貞參事兼執行秘書率

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2/22 
本局與友達、台積電洽商簽訂環教合作事宜

討論會。 

2/22 

本局於中興園區舉辦招商說明會，由陳銘煌

局長主持，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相關主

管及多家國內外潛在投資廠商高階主管等80

餘人與會。 

2/22 

本局假401簡報室舉辦「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

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宣導說

明會，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代表致詞。 

2/25 
召開由國發會委託辦理「中興新村污水處理

廠代操作工作」採購案第2次研商會議。 

2/25 

史瓦帝尼王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Hon. 

Thulisile Dladla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

銘煌局長接待。 

2/26 
本局邀集園區公會及廠商召開「旱災緊急應

變因應」會議。 

3/1 
環保署張子敬署長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

銘煌局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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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林鎮長蔡詩傑率同仁來訪，由本局陳銘煌

局長接待。 

3/5 

代表科技部出席環保署「永續發展核心目標

6、13、14、15、17對應指標（草案）確認及

永續發展目標監督與管考機制」研商會議。 

3/5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41次會議審議通

過「變更中興新村（含南內轆地區）都市計

畫（配合中興園區計畫）案」。 

3/6 

本局與中興大學共同舉辦「智慧機械與智能

化製造技術論壇」，計155人報名參加，本局

陳銘煌局長及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均參與開

幕致詞。 

3/6-30 

國內達20所高中職學校分別參加美國、澳洲

等地舉辦的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世界機器人大賽區域賽，國內

參賽隊伍為歷屆最多，其中有6所學校擠進總

決賽，即將參加4月下旬在美國底特律舉辦的

冠軍賽。本局陳銘煌局長赴底特律為台灣的

選手小將們加油打氣，並與FIRST總部簽署

MOU，爭取主辦2020年國際區域賽。 

3/8 

科技部與本局共同舉辦「108年度海外人才歸

國橋接方案（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s）」說明會，並與園區廠商代表座談交

流，科技部科國司黃郁禎副司長及本局陳銘

煌局長均出席到場致詞。 

3/13 
出席「台中擴建案第一次環差」行政訴訟準

備程序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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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俄羅斯托木斯克州Andrey Antonov副州長率

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3/18 
出席環保署督察總隊「后里園區環評審查結

論執行監督小組第49次會議」。 

3/19 

本局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2019

新創媒合暨海外創業資源」說明會，協助新

創團隊將其創新技術或服務鏈結業界，並提

供團隊相關國際新創資源計畫，本局陳銘煌

局長出席致詞。 

3/19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葉哲良副執行秘書率

該辦公室同仁及專家等人參訪中科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施文芳副

局長及林梅綉主任秘書陪同接待。 

3/19 
召開「后里園區108年第1次環保監督小組會

議」。 

3/19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與本局共同舉辦

「營業秘密保護宣導與犯罪偵查」訓練講習。 

3/20 
出席「環保署第350次環評大會（后里園區第

二次環差）」。 

3/21 

環保署同意備查本局申請「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書申請備查內容（因地籍重測作業調

整園區面積）」案。 

3/22 

科技部與本局共同舉辦「重點產業高階人才

培訓與就業計畫」（簡稱RAISE計畫）之「108

年博士媒合會」，計有正瀚生技、達興材料等

13家以上園區廠商共襄盛舉，現場提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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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研發人員超過70個高階職缺需求，本局施

文芳副局長及科技部產學司林明徹科長均出

席致詞。 

3/25 
召開「台中園區108年第1次環保監督小組會

議」。 

3/27 

本局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新創

輔導座談會－三小時創業簡報速成班」，計有

28個新創團隊參加本次座談會。並由本局陳

銘煌局長主持「新創團隊要什麼？」座談會，

了解新創團隊實際需求，精準建構中部新創

搖籃。 

3/28 
政經記者團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局

長接待。 

3/28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率團參訪中科，由本局許

茂新副局長接待。 

4/1 
召開「資源回收循環經濟推動之可行性」第

二次研商會議（台中園區環2用地）。 

4/2 舉辦「中科 iBike站啟用儀式」。 

4/2 

台灣捷時雅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本宏明董

事長與前任董事長西川通則率團參訪中科，

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4/8 
行政院函復同意本局「中興園區財務計畫（第

3次修正）案」。 

4/15 
「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環差案行政訴訟」第5次

開庭，訂於6月10日再開準備庭。 

4/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李鎮洋局長率

團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由本局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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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芳副局長接待。 

4/16 

為因應產業脈動與相關法規更新，邀請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專業講師林楷會計師為園

區廠商講授最新稅務法令與實務作業，逾 40

家廠商參與。 

4/16 

本局與 DigiTimes共同舉辦「2019智慧工廠

論壇」，邀請 IBM、台灣國際商業公司、台灣

微軟公司等國際大廠及國內智慧工廠產業界

先進蒞臨演講分享觀點及經驗，內容涵蓋智

慧製造、智能工廠與機器人機協作等議題。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與會致詞，來賓約 200人。 

4/17 
舉辦「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重點

宣導」說明會。 

4/17 

舉辦「中科園區模範勞工表揚」活動，計表

揚 41位模範勞工，14家廠商參與，模範勞工

及親友眷屬等共計約 230人參加。 

4/18 

本局在中科 AI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中

科新創者聯盟超級英雄會」，由陳銘煌局長率

同仁與新創團隊交流，聆聽新創團隊在創業

過程所遇挑戰及建議，做為管理局未來推動

創新創業輔導措施與建構友善創業環境之重

要參考。約 50家新創公司，共 70人參加。 

4/18 
美國達福科技公司陳文燦董事長伉儷參訪中

科，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4/19 
科技部駐洛杉磯科技組張揚展組長偕同耐能

智慧公司（Kneron）赴中科洽談與台灣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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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的合作機會，由本局陳銘煌局長接待。 

4/20 

舉辦「2019年中科園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逾 2,000名民眾參加，廠商所收履歷件數計

1,823件，媒合率約 52%。 

4/22-29 

本局陳銘煌局長率團赴美國舊金山辦理新創

媒合會招商，及與美國底特律 FIRST總部簽

署合作備忘錄，並觀摩 2019 FIRST冠軍賽。 

4/24-27 

2019 FIRST世界機器人大賽總決賽於美國底

特律展開。台灣共計由 6所高中職校組成 11

隊代表參加 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比賽，其中台北市南港高工嶄

露頭角，榮獲「最高分新秀種子獎」（Highest 

Rookie Seed Award）殊榮。 

4/26 
舉辦「水污染防治法相關子法修訂重點宣導」

說明會。 

4/26、5/15、

5/16、5/21 

本局與教育部國教署共同下鄉南投縣，於埔

里鎮南光國小、國姓鄉國姓國中、魚池鄉新

城國小及草屯鎮炎峰國小舉辦「mBot體驗

營」。 

4/30 

舉辦「科技部三園區請增警力研商會議」，預

計108年5月間函送內政部報院核定三園區請

增120名警力案，期望於108年10月完成警力

請增。 

5/8 

巴拉圭先鋒日報社Fredy Rafael FLORES記者

率拉丁美洲記者團參訪中科，由本局陳銘煌

局長接待。 

5/9 於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舉辦「眾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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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你的事業群眾幫忙」蘿蔔頭之夜，邀請

台灣最大群眾募資網站 FlyingV產品經理紀

旻伯及新創團隊艾聚普 iDrip公司創辦人暨

總經理葉建漢分享募資平台的特色並剖析成

功的募資專案。 

5/9 
台中市環保局舉辦「走踏台中市環教設施場

域活動」，參觀台中園區污水廠。 

5/14 

科技部、本局、南科管理局、成功高中、南

科實中以及參加 FRC夏威夷區域賽團隊的師

生，獲蔡英文總統邀請至總統府參訪並享受

美食；蔡總統肯定團隊亮眼的表現，讓台灣

在國際舞台上被看見，展現台灣之光。 

5/18、5/19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及逢甲大學聯名共

組之中科代表隊參加由教育部假高雄科技大

學第一校區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之「 2019 

Humanoid Taiwan智慧機械運動大賽」，中科

代表隊中之「笑一個吧」隊奪得首日AndroSot

人 形 機 器 人 足 球 賽 的 Challenge1 、

Challenge2兩大項目雙料冠軍，另一隊「消

失的奈米」隊獲得殿軍；其中「笑一個吧」

隊於次(5/19)日人形機器人足球三對三PK

賽，勇奪冠軍！ 

5/22 

本局與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逢甲大學及中國醫藥大學等中部四所大學共

同舉辦「國際產學聯盟學校誓師大會暨技術

交流會」，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代表致詞。 

5月 本局輔導「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團隊中之芙



 11 

姵爾生醫，經「預見新創計畫」評選，從數

十隊中脫穎而出，於5月獲得補助，將前往新

加坡受訓。 

5/22 召開本局「2018年CSR查證會議」。 

5/27 
舉辦「108年度工業用機器人安全標準與評估

訓練」。 

5/29 
函報「科技部所屬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請增警力計畫」至內政部。 

5/29 

台中市調查處蔡新堯處長陪同強化機關安全

座談會與會貴賓參訪中科，由本局許茂新代

理局長接待。 

5/30 
召開「台中及后里園區廠商水肥納入污水廠

處理說明會」。 

6/1 
南投縣政府發布實施「變更中興新村(含南內

轆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中興園區計畫)案」。 

6/10 
出席環保署督察總隊「后里園區環評審查結

論執行監督小組第50次會議」。 

6/10、6/13 

舉辦本(108)年度園區廠房綠美化競賽，由台

積電公司（F 15A）及（F 15B）、友達光電

后里廠、正瀚生技公司等榮獲特優獎。 

6/11、12、14 

本局分別於新竹、台北及中科舉辦「中部地

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宣導說明會，中科場

次由本局施文芳副局長代表致詞。 

6/11 
召開「后里園區108年第2次環保監督小組會

議」。 

6/12 
本局於大葉大學舉辦「中科二林園區創新創

業論壇暨創新研發聯合成果展」，由許茂新代



 12 

理局長代表致詞。 

6/12 
舉辦「108年度勞動基準法令研習會」，參加

人數約60人。 

6/17 
「台中園區擴建計畫環差案行政訴訟」第6次

開庭。 

6/17 
召開「台中園區108年第2次環保監督小組會

議」。 

6/18-21 

本局偕同逢甲大學及國立中興大學赴日本參

訪OKUMA、三菱電機與TOYOTA汽車之智慧製造

工廠，並赴大阪MOBIO展覽館與名古屋國際模

具暨製造設備展覽會（INTERMOLD Nagoya），

瞭解日本目前智慧機械產業創新技術、市場

開發及研發資源能量等面向。 

6/20 

本局配合科技部舉辦「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

案（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s）」媒

合會，由施文芳副局長代表致詞。 

6/20、21 

6月20日，施文芳副局長率投資組同仁拜會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針對國外產業招商

策略、新創團隊引進及人才招募部分進行意

見交流；另於6月21日拜會「智慧製造試營運

場域」，溝通未來合作鏈結可行性，期透過此

兩場拜會活動之分享與交流，促進智慧機械

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 

6/25 舉辦「108年度機電安全防護宣導會」。 

6/26 

環保署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58

次會議」，審查「中興園區環差案」；結論為：

1.審核修正通過；2.將補充說明資料以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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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廠商廢(污)水排放管控機制」與「園區實驗

室洗滌廢水以外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總量每年

20公噸以下」納入定稿。 

6/28 
辦理中興新村中正路及內轆污水處理廠業務

移交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