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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陳慧玲

中科107年營業額大躍升  再創新高
CTSP's 2018 Sales Revenue Hits a Record High of NT$724.9 Billion

CTSPが躍進―昨年売上高は過去最高

隨
著全球人工智慧及高效能

運算需求增加、半導體產

品高階製程訂單續增、DRAM價量

齊揚等因素，中科107年營業額大

躍升，達7,248.82億元，創下歷史

新高，較106年成長28.56%。其中

以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最高，約

為新台幣5,147.38億元，占最高比

重71.01％；光電產業次之，約為

1,709.86億元，約占23.59％；精密

機械產業營業額約為292.17億元，

約占4.03％，其餘產業營業額約為

99.40億元，約占1.37%，各產業營

業額詳細資料請參考右表。

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大幅成長

就園區主要產業而言，積體電路

產業受惠於人工智慧與高效能運

算晶片等高階製程產品增加，及

DRAM價量齊揚等因素，使營業額

大幅成長47.30%。光電產業受國

際大廠面板產能陸續開出影響，

整體面板產業供

給大於需求，營

業額衰退3.98%，

惟廠商透過調整

產品結構，往大

尺寸及高階化發

展，期能維持產

業競爭力。精密

機械產業受惠於

半導體、面板、

航太等產業對高

階製程設備及自

動化設備需求增

加，加上廠商陸續擴增產線，營業

額成長5.69%。另生物科技產業廠

商持續進駐投資、新產品陸續上市

等，成效陸續顯現，營業額成長

17.99%。

不受貿易戰影響  看好明年表現

展望108年，全球主要經濟體景氣

將受貿易戰影響，各主要預測機構

均下修108年全球經濟與貿易成長

率，市場的成長力道將會減緩。惟

預估中科園區廠商半導體高階製程

營收占比將逐漸提高，5G應用、AI

人工智慧、物聯網及車用電子等相

關應用商機前景樂觀，可望維持園

區廠商營業額，中科108年營業額

預估可較107年成長1.4%，達7,350

億元。

產業別 
107年 106年

成長率(%)
營業額 比重(%) 營業額 比重(%)

積體電路 5,147.38 71.01 3,494.47 61.98 47.30 

光電 1,709.86 23.59 1,780.81 31.58 -3.98 

精密機械 292.17 4.03 276.45 4.90 5.69 

電腦及周邊 33.19 0.46 29.91 0.53 10.97 

生物科技 46.58 0.64 39.48 0.70 17.99 

其他 19.63 0.27 17.13 0.30 14.58 

合計 7,248.82 100.00 5,638.26 100.00 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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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突破！中科107年進出口額創佳績
CTSP's Trade Surplus Reaches NT$158.2 Billion in 2018

2018年のCTSP、輸出入総額が好調
文、圖／工商組  吳傳棻、李依佩

依
據科學園區進出口貿易統

計，中部科學園區107年全年

進出口貿易總額合計為5,375.77億

元，其中出口貿易金額約3,478.91

億元，較去年成長13.50%，進口貿

易金額約1,896.86億元，較去年負

成長32.66%。107年出口值大於進

口值，出超達1,582.05億元。

園區主要產業出口額多有成長

園區主要出口產業，以積體電路

產業表現最為亮麗，出口值達

1,967.91億元，成長33.58%。主因

為國際品牌智慧手機及穿戴裝置等

多項新品上市，晶片、記憶體通路

之訂單增加，人工智慧、車用電

子、5G通訊技術等智慧新興科技應

用持續擴增，帶動相關半導體產業

供應鏈接單；進口則因園區積體電

路廠商高階製程完成擴廠，進入營

運量產，減少進口製程設備，進口

值1,541.17億元，衰退33.89%。

光電產業出口值居次，為1,288.62

億元，微幅衰退7.02%，主要原因

係大陸面板產能陸續擴增，市場價

格下跌，園區面板大廠策略轉型，

積極布局  穩健推升貿易動能

107年中部科學園區出口金額較去年成

長，主因是全球高科技產品穩健成長，

對我國行動智慧電子產品衍生需求持續

增加，帶動晶圓代工、動態隨機存取

記憶體（DRAM）出口；此外，在物聯

網、雲端運算、汽車電子、工業控制等

應用需求驅動下，支持記憶體市場需求

的動能帶動相關供應鏈接單暢旺。另光

電面板產業則因應用需求多元化，帶動

園區面板產業技術不斷升級，持續進行

研發及產能擴增，並朝向以生產商用顯

示器、工業控制、商用及車用領域等高

性價比產品為主，積極提升高附加價

值，進行企業轉型升級，維持企業穩健

獲利。

進口額較去年減少32.66％，乃因園區主

要半導體及光電廠商完成高階產品製程

擴廠，進入營運量產，減少關鍵製程設

備進口所致。然為因應未來市場及景氣

需求，園區部分廠商仍將陸續進口相關

設備，擴充產能及產線，積極布局次世

代產線及產能。 

回顧107年度，受惠全球經濟與貿易仍呈

穩健成長，行動裝置、筆電、平板電腦

等新品上市，物聯網、車用電子、工業

控制高科技商品及新興科技設備應用擴

增需求驅動下，成為新一波成長動力，

帶動積體產業供應鏈多元化發展，挹注

園區出口表現。

展望108年，園區產業受到國際貿易磨擦

因素影響，進出口貿易將持平保守，惟區

內大廠強化產品設計及開發高階技術，價

格競爭轉向價值創造，開發市場分散產品

供應鏈，挹注產品附加價值，將為園區各

產業及供應鏈注入新動能，預期仍可穩健

推升園區整體貿易動能。

持續進行研發及產能擴增，朝向以

生產大尺寸高階面板、工業控制、

商用、車用及電競顯示器等領域高

階多樣化產品，積極提升附加價

值，使得企業仍能有獲利。進口值

311.65億元，係園區光電廠商階段

擴產，設備已陸續備齊，減少進口

設備所致。

大環境因素波及

全球三大洲進口額衰退

進、出口洲別以亞洲居冠，出口

值為3,163 .99億元，較去年成長

14.43%，以大陸為主要市場，主

要輸出半導體、面板及精密機械產

業；進口值為1,337.98億元，減少

25.32%，主要原因係廠商由韓國及

日本進口半導體設備及原物料。

歐洲出口額175.20億元居次，較去

年成長5.18 %，因歐盟經濟略微降

溫，主要仍以出口半導體及光電產

品為主；進口值116.18億元，進口

較去年微幅衰退18.35%，主因為園

區半導體廠商減少進口相關高階製

程設備所致。

中科進出口貿易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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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陳昱峰

迎接智慧製造趨勢  台廠動起來
Smart Machinery &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orum Jointly Held by 
NCHU & CTSP

スマート製造のトレンドを迎え、台湾メーカ始動開始

本
局為執行「五加二產業創新

計畫」之「強化區域合作－

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

級計畫」，於3月6日與中興大學共

同辦理「智慧機械與智能化製造技

術論壇」，吸引155人報名參加，

本局局長陳銘煌及中興大學校長薛

富盛均參與開幕致詞。藉由本次論

壇技術交流，有助在地企業注入智

慧製造新元素，進行產業升級，並

使學研界研發成果應用於業界，帶

動台灣智慧機械產業發展。

邀請頂尖人才分享技術與應用

3位來自加拿大及中興大學的專家

學者，以工業4.0及智慧機械發展

為主軸，分享研發技術成果應用於

產業案例。世界知名的智慧製造

學者－加拿大皇家院士與工程院士

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UBC）

Yusuf Altintas教

授，介紹有關

工業4.0核心系

統－虛實整合

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 P S）的技術

發展與應用。

他 指 出 ， 導

入「數位分身

（Digital Twin）」的虛實整合技術

應用於工具機監測（Machine tool 

Monitoring），有助廠商達成工廠

智慧化管理能力，以快速反應實體

生產環境所遇問題，改善生產效

率；副校長周至宏分享人工智慧於

智慧機械及智能製造上的整合應

用，包括當前技術應用、創新開發

與智慧製造發展趨勢等；劉建宏教

授則以自身執行科技部價創計畫所

開發出工具機穿戴式線上感知裝置

為例，分享整合研發成果融入創新

產品應用之經驗。

產學緊密結合  提升產業價值

本局依據園區產業特性，提升智慧

機械及航太產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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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園區

及其供應鏈廠商產業輔導及研發補

助資源，計畫補助範圍包含光電、

半導體、能源、生醫等產業之智慧

機械及關鍵零組件研發計畫，期盼

廠商可以結合學界研發能量，提升

產業價值，相關申請計畫資訊請

參考http://www.smai.fcu.edu.tw/，

或洽詢計畫辦公室（04）2568-

1085#10~13。

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右四）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四）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Yusuf Altintas（右三）等與會嘉賓合影。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Yusuf Altintas教授答覆與會先進問題。

申請計畫網站。



FRC（F IRST 

Robotics 

Competit ion）世界機

器人大賽即將進入總

決賽，今年賽事競爭

激烈，國內達20所高

中職學校參賽為歷屆

最多，台灣小將們分

別參加美國、澳洲等

地的區域賽大放異彩

獲得多項殊榮，其中

有6所學校擠進總決

賽，即將參加四月下旬在美國底特

律舉辦的冠軍賽。

讓台灣被看見

今年刷新歷屆紀錄，國內有20所

學校參加區域賽，其中有6所學校

表現優異，擠進FRC美國底特律世

界總決賽，包括麗山高中、內壢

高中、南港高工、恆毅中學分別

榮獲新秀全明星獎（Rookie All Star 

Award），台北美國學校榮獲主席

獎（Regional Chairman's Award）及

創新獎（Creativity Award），瑞祥

高中在澳洲「South Pacific Regional」

區域賽更為台灣隊伍拿到首次冠軍

聯盟獎（Winner Award）。此外，

其他學校在區域賽表現傑出獲得

評審肯定，包括北一女中、協同

高中皆獲得榮譽意象獎（Imagery 

Award），中正高工獲得工業設計獎

（Industrial Design Award），復興實

中、南科實中獲得最佳創業精神獎

（Entrepreneurship Award），成功高

中獲評審獎（Judgers' Award），整體

成績十分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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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林凱貞

FRC 國際區域賽捷報頻傳  為國爭光
Congrats! Taiwan Team Win FRC Regional Competitions & Move 
into 2019 Detroit FRC World Championship

FRCに相次いで勝利  台湾の誇り

台灣10支隊伍於澳洲區域賽會場的大合照。

代表隊學生聚精會神調整機台。

總統與台北市成功高中代表隊團隊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多次參與本局舉辦

FRC機器人競賽的成功高中首次參

賽，備賽過程中與南科實中在夏威

夷海灘上看見總統蔡英文走過來

時，在蔚藍天空下，Waikiki海灘突然

一陣騷動，師生掌聲尖叫聲不絕於

耳並揮舞著國旗，大喊「總統好」

展現十足熱情，會面之際小英總統

表達對於「實作」的重視，更勉勵

學子發揮實踐精神享受比賽，用行

動讓台灣被看見，讓在進行海洋

民主之旅的總統疲勞盡失，綻放笑

顏。

爭取主辦 2020國際區域賽
展現決心

本局自2017年開始，積極於國內各

高中職推廣FRC賽事，期望藉此培

養激發師生對於機器人領域的興

趣，吸引更多學校響應FRC機器人

競賽。對於今年國內隊伍在各區域

賽表現優異，本局團隊非常感動且

與有榮焉；也將在4月13日舉辦FRC

區域賽分享會，邀請國內20所參加

FRC區域賽隊伍再次聚會分享參賽

校名 參與區域賽 獎項

1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美國「Central Valley Regional」 新秀全明星獎（Rookie All Star Award）

2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美國「San Diego Regional」 新秀全明星獎（Rookie All Star Award）
最高分新秀種子獎（Highest Rookie Seed）

3 台北美國學校Taipei American School 澳洲「Southern Cross Regional」 主席獎（Regional Chairman's Award）

4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美國「Los Angeles North Regional」 新秀全明星獎（Rookie All Star Award）
最高分新秀種子獎（Highest Rookie Seed）

5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澳洲「South Pacific Regional」 聯盟冠軍獎（Winner Award）

6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美國「SBPLI Long Island Regional」 新秀全明星獎（Rookie All Star Award）

7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澳洲「Southern Cross Regional」 工業設計獎（Industrial Design Award）

8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澳洲「Southern Cross Regional」 最佳形象獎（Imagery Award）

9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美國「Los Angeles North Regional」 企業家精神獎（Entrepreneurship Award）

10 基督教協同高級中學 澳洲「South Pacific Regional」 最佳形象獎（Imagery Award）

11 台北美國學校Taipei American School 夏威夷「Hawaii Regional」 創新獎（Creativity Award）

12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夏威夷「Hawaii Regional」 最佳創業精神獎（Entrepreneurship Award ）

13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夏威夷「Hawaii Regional」 評審獎（Judges' Award）

傑出成績報你知

國內隊伍本次區域賽表現卓越，讓

世界看見台灣，本局目前積極爭取

在台灣舉辦的2020年FRC區域賽更

有信心，希望藉由爭取舉辦2020年

FRC國際區域賽，讓國內隊伍免於

出國舟車勞頓，在台灣就可以體驗

到世界級的賽事場地規格與氣氛，

不只培養學生在科學、技術、工程

和數學（STEM）的能力，更讓學生

在比賽過程中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並促進科技領域的發展。

經驗，同時也歡迎有興趣之高中職

一起交流，並將邀請科技部次長許

有進對即將前進美國底特律決賽的6

支隊伍授旗，預祝他們在總決賽勇

奪佳績、旗開得勝。

本局局長陳銘煌在四月下旬也將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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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台

灣主辦國際區域賽的決心。

※前6隊將於4月下旬赴美國底特律參加總決賽。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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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山高中榮獲FRC「Central Valley Regional」美國加州區域賽新秀全明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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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區域汙染排放總量降低，園區

是否有配合管制措施？二、日前媒

體報導彰化縣政府推動之二林精機

環評審查卡關，本局二林園區緊鄰

二林精機，二者間關係如何？

陳局長回應，中

科園區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與資

源化比率約達

92%，目前已有

廠商秉持循環經

濟理念，著手規

劃在園區內進行

回收再利用計

畫；因中部地區

為精密機械產業

聚落，二林園區

已轉型，改以引

環保署長來訪  共同為環保加油！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zi-Chin Chang Pays a 
Visit to CTSP

環境保護署署長が来訪―環境保全に向けて、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

環
保署署長張子敬與多

位環保領域教授於

3月1日參訪本局，由本局

局長陳銘煌及副局長施文

芳陪同。由於台灣現正面

臨空汙問題，張署長特別

分享許多管制措施，如：

需量競價、秋冬好發季節

廠商自行降載以減少汙染

排放量且政府提供補助或

機動降低空汙費、輔導關

聯產業共同減量，以及於

空氣品質不良期間禁止營

建、道路工程施工等，期

以達成空汙改善的目標。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中科有一套

張署長亦關心園區事業廢棄物處理

情形，建議盡量回收再利用，並關

心幾項議題：一、科學園區接受委

託空、水、廢許可核發，假如園區

進低用水、低排放的精密機械研發

產業為主。二林精機則屬可進駐一

般製造業，二園區間可相互支援，

並不衝突，且科學園區土地係租賃

予廠商量產，與一般工業區土地乃

買斷之經營模式不同。施副局長則

補充說明，環保許可審查均依各園

區環評審查所通過之總量進行管制

核發許可，核定情形也定期陳報環

保署及地方環保局，園區廠商一直

以來均配合地方環保局相關管制措

施。

隨後張署長等人參訪本局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及台中園區汙水廠，張

署長針對基地展示的各項機器手臂

甚感興趣，並了解汙水廠中控室就

放流水質之自動連續監測情形。
環保署署長張子敬（右三）及本局局長陳銘煌

（右一）參訪自造基地。

文、圖／環安組 林哲民

環保署署長張子敬（中）與本局局長陳銘煌（左）合影。



由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

行秘書葉哲良率隊，與該辦

公室同仁以及謝明得、何明彥、徐

爵民、綦振瀛等專家組成訪視團，

於3月19日上午赴中科智慧機器人

自造基地進行參訪，由本局局長陳

銘煌、副局長施文芳及主任秘書林

梅綉陪同。

多元課程及競賽  自造基地人氣旺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計畫自

106年3月開始規劃，已初步建置自

造設施與高階智慧機器人教育訓練

試作環境，另透過規劃機器人系列

課程、競賽活動、國內外參訪團及

社群活動等方式成功聚集自造基地

人氣，截至107

年12月底已累

計吸引近3萬5

千人次參訪，

為基地未來朝

向自主營運之

目標打下良好

的基礎。

交流意見  自造基地更精進

本次訪視團除了就基地整體包括1F

展示中心、B1自造設施空間等進行

訪視，並聽取本局未來第二期規劃

進度報告，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如

自造基地現況應提升與新創團隊之

鏈結度、導入加速器培育及輔導新

創團隊、建立收費機制及收支表以

朝向自主營運之目標前進等，透過

本次意見交流及指導，將讓自造基

地未來發展方向更加明確。

未來本局也將持續配合行政院政

策，推動智慧機械產業與園區發

展，歡迎各界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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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投資組  張晏嘉

科技會報辦公室訪視中科自造基地
Board of Science & Technology Visits AI Robotic Hubs at CTSP 

BOSTがAIロボティクスハブ拠点を訪問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行秘書葉哲良（左六）、評議專家徐爵民前部長（中）、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六）

與視察團大合照。

科技會報辦公室訪視團參訪自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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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楊傑理

防患未然  持續節水
CTSP Bureau Forms Anti-Drought Team to Implement Water Saving Policy 
事前準備であわてない！節水大作戦開始

自
107年10月至今年2月，西部

地區降雨量較歷年平均值偏

低，為因應嚴峻水情，由經濟部水

利署協調全台用水管理單位，對各

項用水標的進行管控、調度、支援

等措施，雖目前全台水情趨緩，惟

新竹及高雄地區水情於3月中旬為

綠色燈號（水情稍緊）仍需持續嚴

陣以待。為管控水情，本局配合經

濟部水利署抗旱會議結論，於2月

20日成立本局旱災緊急應變小組，

持續掌握中部地區水情及積極配

合節水宣導，並於本局網頁https://

web2.ctsp.gov.tw/drought/index.html開

設抗旱應變專區。

節約用水  以節水率 5%為目標

本局旱災緊急應變小組於2月2 6

日邀集園區公會

及廠商等召開因

應會議，會中報

告，中科園區主

要水源為鯉魚潭

水庫及德基水庫

等，水庫水位隨春耕農業用水需求

逐漸降低，儘管中部地區水情燈號

尚未變動，惟仍需請園區各廠商加

強節約用水，並自主管控節約用水

及以節水率5%為目標。

及早因應  做好準備

本局配水池及供水設施等操作係委

託專業廠商辦理，已要求廠商加強

整備及提高設備妥善率，以確保園

區供水穩定；另本局後續仍會持續

參與經濟部及水利署召開抗旱應變

會議及瞭解最新水情，並將資料通

本局旱災緊急應變小組邀集園區公會及廠商等召開因應會議。

知園區公會、廠商及公告於本局抗

旱應變專區網站，供各園區廠商及

早因應。

如今已將進入梅雨季節，相信能讓

水情進一步獲得紓緩，本局也會強

化精緻管理及加速推動穩定供水，

讓產業發展用水無虞。

什麼是「水情預警燈號」？

本局抗旱應變專區網頁

為反映地區水資源豐枯情勢，使大眾

了解各地區水情豐枯狀況，經濟部依

據公共給水的水情由豐至枯定義了

「水情預警燈號」，以5種不同顏色
的「燈號」來代表各地供水情況：

藍燈－水情正常。

綠燈－水情稍緊，請節約用水。

黃燈－實施第一階段限水措施（夜間

減壓供水）。

橙燈－實施第二階段限水措施（減供

非急需用水）。

紅燈－實施第三或四階段限水措施

（輪流供水）燈號發布頻率。

正常時每月一次，水情吃緊時適時增

加發布頻率。（資料來源：水利署）

水情燈號、水情意義及各階段限水措施說明

藍燈

水情正常

供需穩定
分區輪流或全區

定時停止供水

第四階段

定時定量供水

供水優先順序：

1.居民維生。
2.醫療。
3.國防事業。
4.工商事業。
5.其他。

綠燈

水情稍緊

加強水源調度

及研擬措施

1.減壓供水：離峰及特定時段降低管壓供水。
2.停止供水：停供行政機關及國營事業轄管噴水池、澆
灌、沖洗外牆、街道及水溝等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

1.停止供水：試放消防栓、露天屋頂放流及其他得停供之用水。
2.減量供水：
（1）每月用水超過一千度大用水戶之非工業用水戶減供20%、工

業用戶減供5~20%，但醫療或其他性質特殊者。不在此限。
（2）游泳池、洗車、三溫暖、水療業者及其他不急需之用水，減

供20%。

橙燈

第二階段

紅燈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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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公司：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績優事蹟：

1   任職華邦近18年，鑽研快閃記憶體相關知識，多次即時解決公司重要客戶反

映產品問題。以創新想法改善快閃記憶體可靠度，取得3篇相關專利證書，

並持續改善產品良率及可靠度。

2  曾任公司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促進勞資關係和諧，對公司之生產營運貢獻卓著。

獲推薦感想：此次獲選代表中科參加全國模範勞工選拔，個人深感榮幸，也感謝公司和長官們的厚愛，以及同仁們在工作上的鼎力

相助，今後會更戰戰兢兢的恪守本分，不斷精進專業能力，增加和同仁們的團隊合作默契，為公司和同仁貢獻一份心力。

文、圖／環安組  羅裕堂

108年模範勞工風雲榜
2019 CTSP Model Labors 

2019年度の労働模範リスト

勞
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也是國家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為了提倡勞工敬

業樂群、負責盡職的精神及對廠商營運發展之貢獻，本局參照勞動部規定辦

理，於107年12月間辦理中科園區模範勞工選拔，評選出41名中科模範勞工，並
推薦3名模範勞工參與全國模範勞工選拔，其中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王傑彥
先生獲選為108年全國模範勞工。41名模範勞工預計4月17日於中科管理局頒
獎，3名推薦人選及優良事蹟如下：

推薦公司：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績優事蹟：

1   任職於台灣美光12年，以認真態度及專業知識經驗，使台灣美光成為美光全球第一的記

憶體量產廠，且創下成熟良率最快紀錄，實屬難得。

2  領導台灣美光成本改善專案，除提升台灣半導體下游廠商品質水準外，改善金額高達

美金1.85億元，為DRAM最佳成績。

3  領導團隊找出表面缺陷之因，更發現許多潛在風險如靜電等，除獲長官肯定，也

導入全球的美光集團工廠。

獲推薦感想：感謝中科管理局與台灣美光長官的賞識與栽培，讓滿腔抱負的我盡

心盡力，為公司及個人爭取榮譽。大環境快速轉變，唯有完整的人才培養，搭

配最佳的產業策略與永續環境，方能迎向絢麗的未來。期許園區眾人能攜

手發展高科技，持續成長，並採取積極合作與最佳客戶支援，在AI創新的數

位化時代引領潮流。

推薦公司：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績優事蹟：

1   熟悉品質系統法規，協助公司藥廠完成2次國內TFDA與3次美國FDA官方查廠，使藥廠於

106年7月獲頒衛生福利部藥品優良製造證明書，並順利取得美國FDA稽查結案通知。

2  積極推動安全衛生並有成效，獲得中科管理局及勞動部職安署肯定，並獲獎表揚。

獲推薦感想：來到中科虎尾園區已邁入第6年，身為土生土長的雲林孩子，最幸福的

事莫過於留在家鄉工作，而我更加幸運，因為能在卓越的環境下發展職涯。此次獲

得中科推薦模範勞工，感謝公司的栽培，讓我能在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的環境

下成長。期許自己繼續秉持友華集團的核心價值「信達雅」，面對工作上的各

種挑戰。

賴孟邦

林柏汝

王傑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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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New
s

108年模範勞工名單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高鋒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日東光學

股份有限公司

永勝光學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陳崇智

蔡柏松

洪莛豐

怡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捷時雅邁科
股份有限公司

均豪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廠

元翎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張舒涵

陳慧如

張淑蓉

江孟伶

黃翠吟

王志昇

蔡耀煌

彭康銘

張淑媛
沈秀茹

陳立欣
江秉叡

王土城

李羿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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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APTS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IMC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MQR

王品芸

廖倍君

鄭美芳

友達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后里廠

黃聖嘉

鄭蕙瑩

王雪鑑

郭英展

陳慧真

羅宇睿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15B廠

程泰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分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台中廠

郜榮杰

陳志偉

謝孟言陳易昇

王膺碩

謝益銘

張雅茹

孫若蘭

林上襄廖家緯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15A廠

林威廷

劉元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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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倉儲物流空間  
中科儲運中心擴大營運

2nd Phase Storage Building of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Logistics Co., Ltd. 
Completed
物流倉庫増設  CTSPでロジスティクスビジネス拡大
文、圖／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涂智偉

中
科國際物流公司積極服務園區廠商，滿足園區倉儲物流

需求，目前已有46個大型車位可供停靠，並可同時讓18

個海運貨櫃拆裝櫃作業。如今增加多部貨梯，共計有8台大型

貨梯，可供大型機台進出存放，讓貨物進出不斷電，運輸裝卸

更有效率，園區廠商之原料、半成品、成品周轉更為順暢。

全年無休  安全滴水不漏

此外，若設備或原料供應商希望就近尋找鄰近園區之空間存放

大型設備或相關原物料，中科國際物流公司亦可客製化提供空

調倉庫、保稅倉庫及常溫倉庫。倉儲大樓全棟均為RC結構建

物，倉庫內均為Epoxy地面，具備消防灑水系統，及24小時警

衛和CCTV監控等優質的倉儲環境。

中科國際物流公司位於台中科學園區內，交通便利，可有效縮

短物流中心至科學園區廠商之運輸時間，達成1.5小時供貨之

即時供應（JIT）作業。同時為配合園區廠商產線運轉，採三班

制輪班作業，365天24小時皆可進出貨物，對於需要On call作業

或假日、夜間進出貨之廠商，

可有效滿足客戶之需求。未來

會持續提升服務水準，為中科

園區繁榮而努力。

第一期儲運大樓自97年6月開始營運，因

園區進駐廠商家數持續成長，進出口倉儲

需求不斷增加，倉儲空間早已不敷使用，

因此於106年著手規劃興建第二期儲運大

樓，並於108年3月完工啟用，儲運面積增

加7,200坪，物流儲運空間合計達16,000

坪，園區廠商可評估將倉儲空間外移至中

科國際物流存放貨物，原廠區做最佳有效

規劃運用，為廠商創造更大的空間效益。

╱ 中科國際物流 ╱

儲運大樓基本資料表

一期儲運大樓 二期儲運大樓

8,800坪：營運中 7,200坪：已啟用營運，歡迎預訂倉位

29座碼頭 17座碼頭 + 超大雨庇，裝卸作業不淋雨

6噸貨梯4台 2噸貨梯1台／8噸貨梯2台／9噸貨梯1台

1. 倉庫內均為Epoxy地面。

2. 中科國際物流第二期儲運大樓外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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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與中科攜手  延攬海外人才歸國
Seminar on MOS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 Program 
海外留学人材の帰国を促進  優れた人材を求める企業との架け橋に

科技部與本局聯合招募博士人才 
成功接軌產業高階人力需求
MOST & CTSP Co-Host Doctoral Talents Matching Meeting to Introduce Innovative 
Human Resources into CTSP 
科技部とCTSPの連携により企業での博士人材の雇用を推進   高度人材の確保

文／投資組  蕭富仁

文／投資組  蕭富仁

科
技部為促成海外學人回台就

業與發展，3月8日於本局辦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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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科國司副司長黃郁禎及本局局

長陳銘煌均親自出席到場致詞，活動

中與會者現場發問踴躍，反映熱絡。

陳局長致詞時表示，台灣的科學園區

在世界高科技產業發展具有舉足輕重

地位，原因之一即是創立初期有許多

海外歸國學人從矽谷回到台灣貢獻所

學，且園區需有優

質的高科技人才不

斷挹注，始可提升

國家產業之發展與

競爭力，又園區廠

商時有反映對人才

之需求，藉由今日說明及座談會之舉

辦，將有助廠商延攬優秀人力。

今年度方案將促進海外學人瞭解台灣

現況環境及提供工作職缺直接媒合，

為延攬海外高階人才（博士級或同

等）返國的交流媒合平台，除規劃建

立線上供需媒合機制與線下返國交

流媒合活動，藉由學人回台實際參

與一系列活動，創造產業與高階人

才面對面媒合機會，期盼海外學人

回國貢獻所學，並將國際經驗帶回

台灣。

參加本次說明會與會廠商代表。

科
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

訓與就業計畫」（簡稱RAISE

計畫）與本局合作，22日在本局舉

辦「108年博士媒合會」，計有中

科園區廠商正瀚生技、達興材料、

合盈光電、銘安科技、上銀科技、

捷力精機、大銀微系統、鐿鈦子公

司瑞鈦醫材、經緯航太、友達光

電、台灣彩光、藥華醫藥、綠茵生

技等廠商共襄盛舉，現場提供博士

級研發人員等超過70個高階職缺需

求，聯手向博士級人才招手。

本局施文芳副局長致詞時表

示，藉由科技部舉辦這次媒

合會，成為高階人才和優質

企業交會的成功嶺。科技部

產學司林明徹科長指出，希

望透過今天的媒合會將博士

人才引入產業界，帶給產業

研發的能量。

媒合活動共吸引博士近60人報名出

席，與會者專長領域包括生醫、資

工、化工、材料、機械類、光電及

半導體等，現場進行面談交流，媒

合情況熱絡，除了當場媒合成功之

外，許多廠商表示後續亦將和博士

們進行更進一步接洽。

16家廠商及機構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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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New
s 主要研發丁基原啡因皮下

長效緩釋注射針劑（Long-

acting Buprenorphine release 

Injectable）。國內目前無類

似技術的公司，且其產品具

有給藥頻率3個月1次、低感

染風險、低濫用風險及使用

便利等優勢，在技術提升之

效益有很大的貢獻，亦具有

相當國際競爭潛力。

 昱展新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投資組  林雲志

園區生力軍─昱展新藥
New Force at CTSP: Alar Pharmaceuticals Inc. 
新たに一社増―昱展新藥

科
技部科學園區審議會第51次

會議於3月11日召開，會中通

過中科1件投資案，投資總額計新

台幣3.5億元，為生物技術產業之昱

展新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於台

中園區設廠。

昱展新藥運用自行開發之新穎藥物

傳輸平台，開發出長效緩釋丁基原

啡因皮下長效緩釋注射針劑溶液劑

型，此溶液劑型具低黏度、常溫儲

存安定性佳、含藥量高之特性，可

使用較細管徑之注射針頭，利用原

料藥結構改良，改變其物理化學性

質，並配合賦形劑與配方調整，注

射後藥液於皮下組織重新排列，形

成具長效控釋的depot，穩定釋放藥

物有效濃度，針對鴉片類成癮症患

者、慢性疼痛患者在治療期間內可

穩定釋放有效濃度，達數週至數月

之久。

Time Travel of CTSP—檔案徵集應用特展
CTSP Archive Exhibition: Tracing History of Taichung Park’s 16-Year 
Development
16年を振り返る 「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の軌跡展」
文、圖／秘書室 黃冠蓉

透
過歷史照片、攝影與兒童繪畫比賽獲獎作品及影像

紀錄的展出，我們來見證台中園區的景觀演變。

本局從最初的塵土飛揚、枝葉稀疏，一步一腳印的打造

二大水利、三大綠帶、四大綠道及五大公園，歷經16個

年頭後，長成一片蓊鬱茂密的綠色樹海，歡迎您與我們

一同體驗這場專屬中科的時間之旅，欣賞大肚山上的綠

色科技之城！

展覽期間： 108年4月10日至108年9月30日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除外)

展覽地點： 中科管理局4樓平台



The Starup Journey

創
新
創
業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5╱

中科以大帶小  建構中部創業搖籃
2019 Startups &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 Matching Program 

ビジネスマッチング会について
文、圖／投資組  盧素璧

新創媒合  強化國際鏈結機會

本局3月19日於中科智慧機器

人自造基地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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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TIEC、INNOVEX、Taiwan 

Startup Stadium 等。園區廠商

透過此媒合亦可找到產業升級

解決方案契機，進一步加速產

業智慧化應用的腳步，提升產

業競爭力。

本次活動與會園區廠商有鐿鈦科

技、旭東機械、橋智自動化等公

司，並與智囊團有限公司、TOii有

限公司、巨量移動科技等新創團隊

媒合交流，另中部地區虎尾科大、

朝陽、逢甲等大學育成中心培育廠

商與多家新創公司，亦到場了解相

關媒合國際創投資金平台與海外培

訓補助計畫，有助強化新創團隊國

際鏈結機會。

輔導座談  業師授課

3月27日辦理「新創輔導座談會－

三小時創業簡報速成班」，團隊有

來自中科輔導FITI的團隊、台中巿

政府輔導的團隊、中部各大學育成

中心的團隊暨園區廠商spin off的新

創公司，約有28個新創團隊參加本

次座談會。

本次活動邀請寶渥公司黃孟堯老師

透過三小時的簡報培訓課程，協助

新創團隊做出精實的簡報，另邀

業師徐淑媚及陳翠娟就財務規劃

及商業模式之專業給予團隊不同的

指導。本局局長陳銘煌更親自主持

「新創團隊要什麼？」座談會，希

冀透過傾聽新創團隊實務需求及

興革建言，作為本局打造良善的

新創團隊輔導

環境，了解新

創團隊實際需

求，以精準建

構中部新創搖

籃。

本局將持續配

合科技部FITI計

畫並與機器人

衛星基地計畫

攜手合作，讓

更多優秀及多

本局局長陳銘煌（前排中）與園區廠商及新創團隊合影。

元的新創團隊在中部孕育扎根，今

年中科將規劃引進加速器進駐AI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並打造創新創

業生態系，未來將持續協助新創團

隊鏈結國際，與世界各地的新創團

隊及創投交流，使新創團隊願意在

中科扎根，進而成為中部培育創新

創業的搖籃。

新創團隊腦力激盪，熱烈討論業師給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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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ession

近
年我國企業廠商營業秘密遭

不法侵害之案件時有所聞，

如何保護儼然成為重要課題，為協

助企業廠商建立保護機制，政府各

相關部門都應加強宣導營業秘密保

護之觀念，並徹底防範不法侵害。

保護營業秘密  防止心血遭竊

3月19日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與本局共同舉辦「營業秘密保護與

犯罪偵查」訓練講習會，本局局長

陳銘煌致詞表示，營業秘密保護是

政府當前重要工作，為了防杜競爭

者浸透、侵害企業心血，造成損

失，特別感謝警政署保安總隊共同

舉辦講習會，意義非凡。與會廠商

代表及執法人員計約300人踴躍參

加，藉此提高企業整體保護意識。

保二總隊總隊長劉章遠表示，課程

除事件的處理，更著重事前的預防

宣導與輔導，訓練課程是刑事偵查

佐與法務人員內部訓練及營業秘密

保護座談研討會，最後由台灣台中

地方檢察署智慧財產權專組主任檢

察官林忠義主講營業秘密犯罪與偵

查實務。

多管齊下  保護企業成果

警察機關宣導營業秘密與輔導時，

將加強對企業的宣導與輔導頻率，

並建議企業強化營業秘密硬體與軟

體的建置，建立防制機制，包括進

出管制、電腦周邊器材有限制的使

用與監控、軟體大數據的分析與數

位鑑識工具等等。人員管理方面，

則包括教育訓練、工作守則與契約

管理等面向，抓緊各面向將有效發

揮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效果。在營

業秘密犯罪與偵查實務方面，林主

任檢察官就營業秘密法之立法目

的、構成要件（如合理護措施、秘

密性及經濟價值等），從常見犯罪

態樣等面向分析探討預防措施，並

與在場警察同仁互動研討，提高偵

辦技巧，為保護營業秘密聚焦。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特別感謝

本局共同舉辦本次訓練講習，希冀

政府相關部門與警方攜手打擊不

法，共同保護企業研發成果。

營業祕密保護講習會  保密防諜有一套
Training Workshop for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トレードシークレットの講習会  営業秘密の手法！
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16╱Apr. 2019

1. 本局局長陳銘煌（左三）、
保二總隊總隊長劉章遠（右

三）、保二總隊第三大隊大

隊長施秀宜（右二）合影。

2. 廠商關心營業秘密議題，參
與人數眾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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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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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工商組  洪新墉

公司法規講習會─

公司重大資訊揭露與董監責任
Lecture on Company Act Amendment: Disclosure of Material 
Information of Company and Directors' & Supervisors' Responsibilities 

会社法の講習会―投資判断に重大な影響を与える会社情報の発表と執行
役員の責任範囲について

  公司法》於107年11月修正

後已正式施行，為進一步

使園區廠商瞭解相關規範及法律適

用等情形，本局特別邀請安永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舉辦講座，由闕

光威律師主講，與會廠商財務主管

等人員逾50人參加。本次內容有興

櫃／上櫃／上市公司可能面臨的特

別規範、公司管理公開原則與具體

實踐及董監之重要民刑事責任三大

方向。

興櫃／上櫃／上市公司可能面臨的

特別規範

主要規定重大訊息定義－「發生對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

事項」、發布時限原則－事實發生

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1小

時前與例外情形、記者會發布新聞

稿及反應傳播媒體報導之時限及其

他應注意事項。

公司管理公開原則與具體實踐

針對揭露重大訊息之程序－申報／

辦理期限，並以實例說明「董事會

通過實施庫藏股之重大訊息發布時

點違反處分等罰則」。

董監之重要民刑事責任

包括：財報不實、證券詐欺、短線

交易、內線交易、特別背信等，說

明重大訊息與重大消息之分野，公

開原則及內線交易罪的構成要件－

規範對象、實際知悉、重大消息、

消息明確後至公開前後18小時內、

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進或賣出有價

證券，短期交易的構成要件－①

董監／經理人／持股10%股東，②

取得股票後6個月內再賣出或賣出

股票後6個月內再買進，③因而獲

利。

有關《公司法》新制所有子法、公

告事項及公司資訊申報平台，都可

在經濟部網站之「公司法修法專

區」https://ppt.cc/fR4Elx 獲得相關資

訊及解答，歡迎企業各界隨時掌握

新法動態。

講習會上課情形。

╱ 闕光威律師小檔案╱

學歷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法律博士

▼台灣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管理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與經濟

學系雙學士

專業資格及經歷

▼中華民國律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司法考試及格

▼美國紐約州律師考試及格

▼中華民國專利代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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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中科實中  黃春英

台德日友校來訪  精彩的學習之旅
NEHS@CTSP's Japan & Germany Sister School  Students Visit Taiwan for   
Broade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ドイツと日本の姉妹校からの訪問  学習の旅

與德國夥伴學校續簽合作計畫

中科實中3月4日至14日與夥伴學

校─德國多貝爾盧格‧基爾夏因

教會學校（Evangelisches Gymnasium 

Doberlug-Kirchhain）進行短期交換

計畫，兩校於2016年即締結姊妹

校，簽訂合作協議書，雙方持續進

行教育互訪與文化交流，增進彼此

情誼。今年德國多貝爾盧格‧基爾

夏因教會學校董事長及校長率領師

長與13位學生二度造訪中科實中，

在3月5日的開幕儀式中，經雙方同

意，兩校校長正式續簽合作計畫，

共同推動國際教育，辦理教育交

流，增進雙方夥伴關係以及充實多

元文化視野。

開幕儀式安排台德學生表演活動，

實中同學以「花博」為主題，用德

文介紹台灣賞花風潮，並以英文介

紹台中、台灣與其他城市不一樣的

地方，也比較實中與其他學校的不

同處。中科實中修習德語專題的學

生演唱歐洲盃主題曲來歡迎德國朋

友，並教唱德語版與中文版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德國師生也

與大家一起哼唱。最後現場還教跳

德國傳統舞蹈，整場氣氛熱絡歡

樂。

結合語言與文化體驗 
培養國際視野

另一夥伴學校─日本神奈川產業總

合高校（Prefectural Kanagawa Sogo 

Sangyo High School）也於3月11日到

訪，台德日齊聚進行朝會典禮、入

班課程體驗與科學交流，造訪在地社

區與學校，欣賞學生戰鼓表演，也親

身體驗戰鼓的身段節奏與磅礡氣勢。

林校長特別邀請永久免審查書法大師

吳三賢現場揮毫，致贈作品給來自遠

方的友校，讓在場師生大開眼界。此

外，亦安排參訪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

基地，認識園區如何創造高科技產業

優質之環境，提供智慧的平台，實踐

人們無限的創新與創意。

交流活動中，學生透過語言介紹、表

達彼此城市的特色與差異，再親至大

中部地區看見、聽見當地的古蹟建

築，品嘗台灣味，還有見識都市未

來的想像（花博、歌劇院、市政願景

館）。結合語言與文化體驗，成功加

深學習印象，潛移默化中培養學子的

涵養及國際視野，是一場融入科技與

人文的學習之旅。

園
區
活
動

Park Activity

德國師生一起哼唱德語版與中文版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書法大師吳三賢現場揮毫。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19╱

CTSP LOHAS

樂
活
中
科

細心破案的女神探—保警隊員林采薇
CTSP Exclusive Interview: Ms. Renee Lin, CTSP Police Officer

まるで名探偵さながら！警察庁(保警隊)メンバー紹介―林さん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

警
察要負責治安、交通及維安

工作，所以一般人對警察的

印象，就是陽剛而嚴肅，但是如果

在中科園區遇到保警林采薇，絕對

會顛覆這樣的思維，因為她留著一

頭飄逸長髮，臉上掛著甜甜的笑

容，親切感十足，過去還曾被平面

媒體選為十大警花。

法網恢恢  疏而不漏

林采薇說，中科園區的治安良好，

發生最多的刑事案件就是竊盜。印

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某個發生在

停車場的竊盜案，犯人偷了好幾

支手機，為了找到犯人，她和其他

員警調閱監視器，鎖定某間外包商

的員工，但因為犯人在行竊後旋即

離職，住所也人去樓空，只好調閱

通聯紀錄，鎖定他的活動範圍，在

他可能出沒的地點埋伏。可惜埋伏

了一、二週後，始終沒有進展。有

一天，林采薇和小隊長在執行埋伏

勤務時心想，會不會剛好就看到犯

人，沒想到一轉頭，真的看到一組

熟悉的機車號碼，定睛一看，真的

就是要找的人！他們連忙開車追

捕，只是機車體型小，在車陣中左

鑽右拐後即失去蹤影，雖然再度調

閱監視器比對，犯人卻依舊消失在

茫茫人海中。後來他們向台中市警

察局調閱監視器，終於看到嫌犯走

入某個工地上班，最後順利逮捕

他。當時距嫌犯行竊已經過了好幾

個月，他以為惡行無人知曉，沒想

到警察鍥而不捨的找到他，讓他非

常驚訝，但也只能束手就擒。

案件峰迴路轉  全靠耐心偵辦

林采薇說，警察必需和歹徒鬥智，

預測他們的行為，搶先一步才能掌

握先機，進而偵破案件。她覺得每

個刑事案件都像在解密，你永遠不

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有時候

案情峰迴路轉，堪比連續劇，有時

候又會陷入膠著，必需尋找突破

口，所以這個工作不僅要有恆心毅

力，還要充滿熱忱，才能長久做下

去。未來林采薇會繼續抱持熱情，

為園區服務，也希望每個案件都能

順利偵破，當然，若能達到路不拾

遺、夜不閉戶的大同世界就更理想

了。

林采薇小檔案

大學畢業後，林采薇參與警察特考，一次就考上，後

來分發到科學園區工作，106年調任至中部科學園區

的刑事單位。由於工作認真負責，偵破許多案件，常

常獲得表揚的機會。

焦點人物

林采薇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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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建組  熊婉贏

九重葛大爆發  紅色瀑布超吸睛
Discover CTSP: Walking Through Blossoming Bougainvillea 
Boulevard

ブーゲンビレア満開  魅力満喫

1. 2. 從高處垂落的九重葛
如瀑布般傾洩而下。

3. 因具有多層花簇，
九重葛因而得名。

園區之美

台中園區

台
中園區東大路旁的九重葛近日盛開，吸引

大量的遊客慕名而來。本局於96年開發東

大公園，當時除種植公園內喬灌木外，並於東大

路旁栽種九重葛花苗，這幾年本局致力於園區環

境景觀養護作業，在九重葛部分，加強修枝調整

及施肥。

今年為暖冬且無大雨將九重葛的花苞打除，使得

花苞量體整個提升，2月底即開始盛開。它們從

高處垂落，一排長達400公尺的花牆如瀑布般傾

洩，花團錦簇，顯得熱情奔放。盛開

時就如同一片紅瀑布，在陽光

照射下，豔紅花色更顯得相

當浪漫，隨著微風舞動

著，花瓣鋪滿了人行

道，沿著步道漫步

於紅色地毯上，更

顯悠閒浪漫。

九重葛小檔案

九重葛為多年生藤狀灌木，枝葉生長茂盛，

嫩莖有刺。花小不顯著（通常無花瓣），花

苞大而明顯，苞片三片合生似花，因花朵由

下而上，具多層花簇，故稱「九重葛」，花

苞如紙一般，因此又稱做「PaperFlower」，

花苞依品種而有紫、紅、紅白等，種於日照

強、氣溫高之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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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憨吉乳酪」濃郁的地瓜味，讓人忍不住
一口接一口。

2.  虎屋的建築外觀饒富日本味。

在
靜謐的虎尾街角，有一家具

有日式禪風的建築，精緻典

雅的外觀引人注目，這裡就是地瓜

甜點專賣店─虎屋。有別於傳統地

瓜糕點的美味，讓短短開業三年的

它，已是在地鄉民激推的美食。

雲林地瓜的美味  要讓大家都知道

虎屋的老闆林進誠是雲林在地人，

過去在外縣市工作，因為年邁的父

親把老家留給他，讓他萌生回鄉扎

根的想法。加上身為離鄉遊子，他

也希望能創造在地就業機會，讓雲

林子弟在選擇工作時，能多一個在

家鄉工作的選項，就這樣，虎屋應

運而生。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瓜是廉價的

食物，之所以選擇它當主力食材，

林進誠笑說：「我很愛吃地瓜，這

麼健康美味的食物，只要能夠精緻

化，絕對能提升價值。而且有很多

人不知道，雲林的地瓜產量是全台

最多的，我想要把這個特色推廣出

去。」

虎屋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自強街147號

電話：05-6328835

營業時間：11:00-19:00

官網：http://www.huwu.com.tw/#top

粉絲團：FB搜尋

小叮嚀：因為「虎屋」與日本的五百年甜點老店重

名，目前正申請改名中，未來會以「虎珍

堂」之名繼續提供美味的地瓜甜點。

為了讓雲林地瓜展露光芒，光是研

發口味，他就投入了二、三年，從

春天到冬天，再從冬天到夏天，嘗

遍了各個季節及品種的地瓜，最後

發現，太早採收的地瓜甜度不佳，

晚了則纖維多口感差，只有種植

4-5個月的地瓜，才能完美呈現精

品級的口感。

每一樣都是招牌  一吃成主顧

人氣甜點「憨吉乳酪」不加任何

水、麵粉、奶油，只以地瓜、乳酪

和少許蜂蜜當原料，而且地瓜只挑

選正當季品種，以維持完美的口

感。「微笑薯光」是帶有京都風的

軟蛋糕，加入天然香草籽，綴以手

工切塊的蜜地瓜，口感柔軟綿密。

「虎丸御皇吉」有雲林地瓜、大甲

芋頭及屏東鹹蛋黃三種餡料，交織

出層次豐富的口感，令人回味無

窮。除了這些，還有許多滋味美妙

的甜點，而且全都沒有人工添加

物，就是要讓大家吃得美味又健

康。未來林進誠會持續研發新口味

的地瓜甜點，歡迎大家來嘗鮮！

文、圖／投資組  沈慈雅、楊素琴

地瓜甜點界的霸主—虎屋
CTSP Delicacy: HUWU Sweet Potato Cake

サツマイモスイーツの王様―虎屋

1

2

為了匹配「微笑薯

光」的美味，包裝外

盒特地自日本進口，

顯得精緻貴氣。

虎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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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商周出版社提供

悠遊書海—給兒子的 18堂商業思維課
CTSP Reading Fun: 18 Courses to Improve Your Business Acumen

本の世界に入ろう―父から息子へ贈る「ファイナンス思考の鍛え方」18章

昏
暗的機車行開一個月，賺得

錢可能比22K還少？拚命遊說

顧客的銷售員，業績反而可能比較

差？做網拍的眉眉角角，其實道理

跟開店做生意很接近？這些生活中

看似平凡無奇的小事，如果能夠套

用商業思維來思考，其實都是給予

子女機會教育的好契機。

用商業思維創造孩子的可能性

連續創業家＆財報大師林明樟具有

豐富的多元工作歷練以及海外實務

經驗，他原本打算花幾年的時間和

兒子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真實個

案，慢慢地為兒子奠定一些實用的

商業思維。但在嚴凱泰先生早逝的

刺激下，林明樟決定盡快將這些生

活點滴累積成18堂父子間的言語

交流，學習用商業觀點看人生，希

望能對兒子、對讀者們帶來一點幫

助。

當孩子有了商業思維的基礎，如瞭

解供需、價值、交換、布局與生存

等技能，以及建立正確的金錢觀，

懂得用錢、賺錢與不貪錢，他們的

人生將有機會開展出不同的風景。

一旦認識到這些商業思維，知道如

何以商業的角度看世界，即使孩子

不一定能變成大富大貴，卻可以為

他們的未來創造出更多可能性。

豐富插圖適合親子共讀

平常一講到商業思維，不免讓人感

覺枯燥乏味，或是擔心充斥著生

硬的大道理。但《給兒子的18堂商

業思維課》不同，書中以貼近日常

的個案舉例，是作者父子的生活體

驗，好懂易吸收。此外，全書還有

近200張逗趣插圖，圖文相輔輕鬆

閱讀，在自然而然中獲得滿滿的商

業知識。

此外，許多在人生中

能派上用場的心態、

哲理與自我提升法，

在本書也以對談的方

式呈現，無壓力引導

孩子思考。它不只是

寫給想為子女的未來

多砌一道磚的父母，

也很適合做為親子

共讀的素材，讀者將能透過作者林

明樟的商業觀點與教養方式，輔助

孩子養成商業思維，培養出他們打

「世界盃」的眼界與能力！

給兒子的18堂商業思維課

作者：林明樟、林承勳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9/03/07

1.2.3. 書中有近200張逗趣插圖，增加讀
者閱讀興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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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建管組  涂裕雯

iBike中科三站  coming！
Three CTSP iBike Stations to Be Established Soon!

CTSPのレンタサイクルステーションの工事  間もなく完成！

中科 FUN電影免費欣賞
文、圖／環安組

我的嗝嗝老師

◎ 放映時間  108/4/10（三）PM6:30

◎ 放映地點  中科管理局
行政大樓一樓101會議室

◎ 類型  劇情、喜劇
◎ 片長  1小時57分

立
志當老師的奈娜，準備在教育界大展雌威，無奈她有個無法隱藏的

「小」缺陷，嗯，或許也沒那麼小。

從小深受妥瑞症所惱的她，一路因這個隨時就會展露症狀的疾病被嘲笑被

誤解，即使長大後情況依然沒有好轉。在歷經第18次的教師面試遭拒後，

絕望之際，她終於在自己的母校找到全職教師的工作，然而她馬上就知道

原因，原來她被分配到全校唯一的災難班—集結了最頑抗、最調皮，永遠

都在惹麻煩的問題學生。

她決定拿出畢生都在為自己缺陷戰鬥的精神，讓她的學生能排除一切的歧

視與艱難，發掘自己的潛能。

普

在
千呼萬喚下，台中市iBike終於要來中科台中園區設

站囉！隨著巨大集團總部進駐科學園區，經由其

創辦人劉金標董事長促成，在廠商、市府與本局等多

方共同合作努力下，中科台中園區將有三處公共自行

車租賃站，可與園區外台中市iBike站串連，同享甲

地租乙地還、前30分鐘免費之優惠。

iBike中科三站分別位於東大路巨大集團總部旁、

中科路中科管理局臨近公車轉運站處、科雅路

中科標準廠房區旁，於4月2日辦理儀式後正式

啟用。

中科園區不僅是工作的地方，還有園區自

行車道串接綠樹如蔭的園區公園，也是闔

家遊憩休閒的好去處，iBike進駐園區後，

提供您通勤、休閒的交通工具另一選擇，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中科台中園區iBike站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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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托木斯克州副州長 Andrey  Antonov率團參訪中科，本局局長陳銘煌（右七）接待。

3/253/20

3/20

3/4

彰化縣二林鎮鎮長蔡詩傑（左六）率團拜會本局局長陳銘煌（右六）。

美屬維京群島經濟發展顧問 Mr. Tony Edmund Thomas Weekes
（右一）率團參訪中科。

科技部產學司副司長涂怡君（右三）率團參訪中科，本局

局長陳銘煌（右四）接待。

樺欣機械董事長莊嘉郁（左五）率團參訪中科，本局

局長陳銘煌（右五）接待。

參
訪
交
流

CTSP Visitors

24╱Apr. 2019



歡迎求職朋友參加，並預祝找到合適工作

洽詢電話04-25607437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1號

相關職缺內容請洽下列網站

台灣就業通網址 https://www.taiwanjobs.gov.tw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網址  http://www.eso.taichung.gov.tw/
大臺中人力資源網址  http://takejob.taichung.gov.tw/

中科園區廠商
聯合徵才活動

108/4/20（六）
10:00-14:00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一樓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號）

2019諸事順薪  
職運旺

APR.
2019

人材募集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中科108年4月  Recruitment Message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世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凌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盈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豐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分公司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敦泰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後憲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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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中科 簡訊電子書

拍
攝
地
點
：
林
厝
公
園

學
名
：Tachybaptus rufi collis

小
鷿
鷉
主
要
分
布
於
水
塘
、
湖
泊
、
沼
澤
，
以
小
魚
為
食
，
偶
爾
也
會
捕
捉
小
蝦
子
或
水
中
的
小
型

節
肢
動
物
。
由
於
腿
長
在
身
體
後
端
，
走
路
不
穩
，
但
構
造
特
殊
的
瓣
蹼
讓
牠
成
為
潛
水
高
手
。
牠

多
半
在
日
間
活
動
，
晚
上
會
棲
息
於
隱
密
的
水
塘
或
湖
泊
邊
的
草
叢
中
，
一
般
生
兩
個
蛋
，
有
時
會

將
孵
出
的
幼
鳥
背
在
背
上
或
雙
翼
間
。

園
區
鳥
蹤
之
十
七




